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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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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請關註我們
的新動態

2020年1月25日 星期六
Saturday, January 25, 2020

(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蔓延，美
國國務院領事事務局24日更新旅遊警示
，對中國湖北省的警示升至第四級，呼
籲民衆勿前往湖北省。

繼21日發現美國華盛頓州出現被稱
為 「武漢肺炎」的 「2019新型冠狀病毒
」（2019-nCoV）首例，美國聯邦疾病
防治中心（CDC）24 日確認芝加哥出
現第二例。

國務院領事事務局赴中國的旅遊警

示目前仍為第二級 「提高警覺」，24日
更新內容，赴湖北省的警示為第四級，
也就是最嚴重的 「請勿前往」。

領事局指出，在武漢發現新型冠狀
病毒，中方已暫停武漢周圍區域的空中
與鐵路交通；國務院23日已下令所有非
緊急事務的職員及其家屬離開，美國政
府對在湖北省的美國公民提供緊急服務
的能力有限。

領事局並表示，中國當局對武漢周

圍地區實施嚴格的旅遊限制，前往旅遊
的民衆應注意，中國政府可能會阻止他
們進入或離開湖北省部分地區，旅客應
有所准備，會在沒有提前通知的情況下
實施旅遊管制。

美國聯邦疾病防治中心（CDC）23
日更新旅遊疫情建議，升到第叁級 「警
告」，建議民衆若非必要，避免至武漢
旅遊。

武漢肺炎蔓延武漢肺炎蔓延 美國務院發警示美國務院發警示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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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通律師 Tong Jin, Attorney at Law
專精聯邦及州法院各類刑事辯護，民事糾紛

代辦公司設立，執照申請
合同撰寫，房地產合約，投資協議

電話: 832-917-8232
地址：712 Main Street, Suite 2400, Houston TX, 77002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在卸下英國皇室的職務
之後，已經舉家遷到加拿大定居。他們夫妻
新的住所，也令外界深感好奇。

根據《路透社》報導，哈利和梅根選在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維多利亞(Victoria)
定居，購置了一棟濱海的別墅。

令人莞爾的是，維多利亞是加拿大跟英
國皇家淵源最深的城市。城市的名字就是以
前任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命名。維多利亞女王
在位1837到1901年，當時大英帝國正快速擴
張，維多利亞城就成了加拿大西岸新殖民地
的首府。

正因如此，維多利亞的市容承襲了許多
英式風格的建築，很多英國的傳統文化也被
保存了下來，例如現在的街道上，還看得到

紅色雙層巴士，跟倫敦的一模一樣；每天下
午，大批人群湧入英式下午茶店，在皇后酒
店(Fairmont Empress Hotel)最有名的那一間茶
店，不但茶品道地，門口還插著英國國旗呢
。

當地的民眾都說: 維多利亞可能比英國更
像英國。每年都會有數以千計個英國退休人
士，搬到維多利亞定居，除了因為語言、文
化、生活型態與英國如出一轍之外，氣候也
比英國舒適宜人。

除此之外，英國皇室成員出訪加拿大時
，時常在維多利亞住宿。受訪者大都歡迎哈
利和梅根定居在維多利亞，並說當地人比較
尊重個人生活，狗仔文化並不流行，哈利和
梅根應可享有更安靜的私人空間。

（綜合報導）歐盟兩大巨頭：歐洲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
sula von der Leyen)、以及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
）24日簽署了英國脫歐協議。馮德萊恩在推特上寫道： 「米歇爾
和我剛剛簽署了英國脫離歐盟歐的 『退出協議法案」(Withdraw-
al Agreement Bill)』，為歐洲議會批准這項協議鋪路。」

英國國會在歷經多年來的激烈辯論後，終於在22日通過歷
史性的脫歐條款。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隨即在23日簽署這項
協議，正式成為英國法律。

歐洲議會的憲政事務委員會(Constitutional Affairs Committee)

23 日以 23 票對 3 票同意英
國的退出協議法案，歐洲
議會預計下周召開全會，
正式表決並簽署這項脫歐
協議，確保英國在本月31日午夜期限之前，有序的脫離歐盟，
結束長達40年的歐盟會員國身分。

根據法新社先前的報導，這項脫歐協議保障歐盟公民的權利
，給予英國轄下北愛爾蘭特殊的貿易措施，並結清英國對歐盟的
債務。脫歐協議也為12月31日前的過渡期鋪路，在這11個月期

間，英國和歐盟的關係將大多維持現狀，雙方會試圖在新的貿易
和防衛合作關係上取得共識，但英國不參與歐盟的決定。有評論
指，要完成複雜的合作協議，不到一年的時間過於匆促。

馮德萊恩推文表示，事情無疑發生了變化，但友誼依然存在
。她說： 「我們今後將以合作者和盟友的關係翻開新的一頁。」

英式下午茶英式下午茶、、雙層巴士雙層巴士
哈利梅根定居這城市哈利梅根定居這城市 簡直倫敦翻版簡直倫敦翻版

歹戲結束歹戲結束 歐盟歐盟22巨頭簽署英國脫歐協議法案巨頭簽署英國脫歐協議法案

末日鐘撥快20秒，創73年來最接近人類毀滅的時刻
(綜合報道)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BAS）23日宣佈，

已將預示人類危機的 「末日鐘」撥快20秒，而今距離代表末
日的 「午夜12:00」僅餘100秒，創73年來最接近人類毀滅的
時刻。末日鐘標誌人類接近末日的程度，BAS這次調快末日
鐘的原因在於美朝無核化談判失敗升高北韓核戰威脅，以及
氣候變遷。

BAS執行長布朗森（Rachel Bronson）說︰ 「世界與大災
難的距離如今已短到以秒數表達，而非小時或分鐘。我們人
類面臨真正的危急狀態。」除核威脅外，BAS也指出，全球
正面對氣候及網絡資訊戰的危機，也批評各國領袖任由危機

擴大。
末日鐘成立於1947年，負責人除了專家之外，也包括13

位諾貝爾得主。1947年設置末日鐘時，距離午夜有7分鐘。
先前距離午夜最近的是 1953 年（美國試爆第一枚氫彈）、
2018年（北韓核試，調快30秒）及2019年（美國宣佈退出中
程飛彈條約，調快20秒），但這3年距離末日均還剩2分鐘。
距離末日最遠則為1991年冷戰結束後的17分鐘。而今再次撥
快，讓距離午夜僅剩100秒。

核議題專家斯奎索尼（Sharon Squassoni）表示，過去半
個世紀來協助防止災禍臨頭的核武器管制約束力正逐漸崩壞

。這包括2019年終止的中程飛彈條約（INF Treaty），讓美國
和俄羅斯邁入新軍備競賽。此外，美國也表示，不會延長
2010年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New START）的效期。斯奎索
尼還提到，2020年可能見到伊朗核協議完全破局，德黑蘭當
局可能提煉濃度更高的濃縮鈾。美國與北韓的無核化談判也
無實質的進展。

此外，氣候變遷、不實消息和假新聞充斥嚴重撕裂社會
等，也都是這次調快末日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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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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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武漢風暴》歐洲也淪陷 法國確診兩宗病例

（綜合報導）美國國防部週五表示，本月在
美軍駐伊拉克空軍基地所發生的伊朗飛彈襲擊事
件中，有34名美國軍人因轟炸遭受腦部受傷，儘
管有一半的人之後能夠恢復工作，但是絕不是川
普總統最初宣稱 「沒有美國人受傷」，他後來改
口 「受傷不是很嚴重」也不準確。

美聯社報導，五角大樓首席發言人喬納森·霍
夫曼(Jonathan Hoffman)說，34 名傷者都屬於因強
大震撼力造成的創傷性腦損傷(Traumatic brain in-
jury,TBI)，其中 16 人在傷勢評估後確認健康沒問
題，留在伊拉克繼續服勤；但有18人必須後送到
德 國 蘭 茲 圖 區 域 醫 療 中 心 （Landstuhl Regional
Medical Center）做進一步的驗傷。之後 8 人再乘
飛機返回美國，進入馬里蘭州沃爾特-里德國家軍
事醫學中心(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接受進一步治療。美國國防部沒有透露他
們受傷的確切性質，以及他們的服務的單位和隸
屬關係。

美軍的傷亡問題，牽涉到後續是否繼續反擊
，並冒著與伊朗進行更大規模作戰的決定。川普
選擇到此為止，然後伊朗也表示這項報復已經足
夠，緊張局勢有所緩解。

五角大廈在1月17日，報告說有11名美軍人
員在撤離後，出現了類似腦震蕩的症狀，川普說
： 「我聽說他們頭痛，還有其他幾件事……我可
以說這算很嚴重，至少不如遭到簡易路邊炸彈襲
擊那麼嚴重。」

里德在一份聲明中說： 「TBI(創傷性腦損傷)
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不能簡單的說成頭痛，他可
能不是故意不尊重傷者，但這番言論是對我們部
隊的侮辱，欠一個道歉。」

近年來，隨著醫療科學提高，TBI已成為軍方
越來越關注的問題。它涉及傷者日後的思維、記
憶、視覺、聽力，和其他不同程度的損害，不能
不注意。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說，嚴重的TBI，可能
導致死亡或長時間的昏迷，或者健忘症。

（綜合報導）法國衛生部長阿涅絲布辛(Agnes Buzyn)本周五
證實，法國確診了兩名武漢肺炎的病患，這是武漢肺炎在歐洲確
診的首例。

這兩名病患近期內都曾經去過大陸的武漢地區，返回法國後
身體不適，就醫之後確診為 「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
。

這兩名病患一名在巴黎，一名在波爾多。法國衛生部表示，

有鑑於法國往返大陸地區的人數眾多，可能還有人受到感染但尚
未發現症狀。而這兩名病患在就醫前，也接觸過其他十多人，衛
生部正積極追蹤他們可能傳染的路徑，預期會在法國境內發現更
多的病例。

布辛也強調，法國是歐洲第一個確診武漢肺炎病例的國家，
是因為他們成功研發出一款篩檢冠狀病毒的測試方法，診斷過程
既快又精準。

同時，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也在本週五宣布，芝加哥確
診第2例武漢肺炎病例。該名病患為60多歲的女性，上週從大陸
武漢返回美國，就被診斷出武漢肺炎，目前正接受醫院的隔離治
療。據報導，全美現在有超過60起疑似病例，包括一名昨天剛
從武漢返回德州的美國大學生，都出現了呼吸道不適的病徵，
CDC也正嚴密地追蹤。

最終統計
伊朗報復造成伊朗報復造成3434美軍受傷美軍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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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刑事：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服務德州46年服務德州46年

281-889-1886(中文)
281-617-0921(ENG)



AA66綜合國際
星期六       2020年1月25日       Saturday, January 25, 2020

聯合國：氣候緊急狀況
致南部非洲4500萬人面臨饑餓

綜合報導 南部非洲16個國家中，有4500萬人，在反復的幹旱、洪

災和經濟混亂之後，嚴重缺乏糧食。當地時間16日，聯合國世界糧食計

劃署警告稱，隨著危機加深，世界必須立即采取行動，挽救生命，並幫

助該區域社區適應氣候變化。

糧食計劃署南部非洲區域主任洛拉•卡斯特羅說：“這場饑餓危機

的規模前所未有，而且證據表明狀況還會惡化。壹年壹度的氣旋季節已

經開始，我們無法再次承受2019年空前的暴風雨造成的破壞。”

她強調：“盡管我們最緊迫的優先任務，是幫助數百萬需要立即得

到支持的人，但同時，加強更多受到幹旱和風暴威脅的人的復原力也至

關重要。”

糧食署表示，隨著在四至五月谷物收獲之前的糧食淡季的加深，國

際社會必須加快對南部非洲數以百萬計饑餓人口的緊急援助，並進行長

期投資，以使該地區的脆弱人群，能夠承受日益惡化的氣候變化的影響

。

據報道，由於南部非洲氣溫上升的幅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並

且大部分自給自足的農民生產的食物，完全依賴於日漸不可靠的降雨，

因此，南部非洲在過去五年中，只有壹個正常的作物生長季節。在許多

地方，2020年雨季的降雨又來得很晚，專家預測未來幾個月內將繼續炎

熱幹燥，預示著又將歉收。

據悉，糧食署計劃在八個受災最嚴重的國家：津巴布韋、贊比亞、

莫桑比克、馬達加斯加、納米比亞、萊索托、斯瓦蒂尼和馬拉維，向處

於“危機”或“緊急”程度的830萬饑餓人口提供旱季援助。

巴西輔助生殖新生兒數量拉美最高
阿根廷第二

綜合報導 近日，拉丁美洲輔助生殖學會公布的壹項調查顯示，在

整個拉丁美洲地區，巴西通過輔助生殖方式孕育的新生兒數量最多，領

先於其他國家。本次研究的輔助生殖方式包括體外受精(FIV)、人工授精

和胚胎移植。

據統計，在1990至2016年期間，巴西以輔助生殖方式孕育的新生兒

數量達到83681人，在拉美地區該類新生兒總數中所占比例最高，達到

41.9%。排在第二位的是阿根廷，研究期間內該類新生兒數量達到39366

人，占比19.7%。第三名是墨西哥，新生兒數量為31903人，占比15.9%。

巴西輔助生殖協會(SBRA)在壹份聲明中表示，巴西通過輔助生殖方

式孕育的新生兒數量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為巴西人口數量在所分析國

家中最多，且拉丁美洲地區輔助生殖機構中有40%均分布在巴西境內。

據統計，體外受精是巴西人最常選擇的輔助生殖方式，有半數以上

(53%)選擇通過體外受精形式孕育新生兒。其次是冷凍胚胎移植，選擇

該類輔助生殖方式者占32%。

本次調查結果還顯示了參與輔助生殖者狀況的變化。據調查，在

2000至2016年期間，拉丁美洲地區40歲以上女性對該類生殖方式的需求

上升，在全年齡段女性參與者中所占比例由14.9%增至31%。同時，在

接受輔助生殖手術的女性參與者中，34歲以下群體所占比例由51%降至

28%。

REDLARA領導和SBRA前主席、婦科醫生阿德利諾•亞瑪瑞指出：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更成熟的女性，選擇通過體外受精方式孕育新生兒”。

他說道：“這是壹種新趨勢，很多女性會推遲孕育時間，因為希望

避免因為懷孕在就業市場中受挫。這種趨勢已在全球範圍內擴散，不僅

出現在拉丁美洲。”

澳大利亞迎多雨天氣
氣象學家：或是壹把“雙刃劍”

澳大利亞東部開始下雨，未來幾天

或將有更多的降雨量。當局期望這場降

雨為遭林火肆虐數月的澳大利亞帶來壹

些安慰的同時，也擔心它將帶來新的

“危險”。

【強降雨預計維持至周末】
澳大利亞東部開始下雨，氣象局預計

，未來幾天還會有更多的降雨量，為遭林

火肆虐數月的澳大利亞帶來壹些安慰。

未來幾日，雪山(Snowy Mountains)

、南海岸地區可能會降下30毫米至80毫

米的雨水。悉尼料將迎來幾個月以來的

最大暴雨。

氣象局預測，現在開始壹直到周末

，會有更多的降雨量。若真是如此，這

將會是澳大利亞自2019年9月開始發生

林火後，持續最長時間的多雨天氣。

【降雨或是壹把“雙刃劍”】
澳大利亞專家將所預報的降雨天氣

稱之為“雙刃劍”，因為降雨有利於控

制火情，但可能也會導致被林火所毀地

區發生山體滑坡和樹木傾倒。

報道稱，澳大利亞新州多個遭林火

侵襲的地區正在為暴洪備戰，預計17日

將有暴雨來襲。

Bega Valley Shire多個火場預計將降

下瓢潑大雨。當地議會稱，會同鄉村消防

處(RFS)合力應

對暴雨帶來的所

有影響。

氣象學家斯

庫利此前表示，

降雨是壹把“雙

刃劍”。“希望

壹些強降雨會降

於火場，助力控

火、甚至滅火”

。然而，這有點

像是壹把雙刃劍

，因為暴雨及突

發的雷暴會帶來發生暴洪的可能性，尤其

是在新州和維州遭林火損毀的地區。那裏

目前很容易發生山體滑坡和樹木傾倒。

與此同時，RFS處長菲茨西蒙斯表

示，過濾及其他設備正被投用到供水系

統中，以保護飲用水源。

新州水務廳長帕維表示，政府正用

隔泥幕來阻止暴雨使火灰流入瓦拉甘巴

水庫(Warragamba Dam)。

【火情有所緩解 但依舊嚴峻】
盡管目前的天氣狀況有所緩解，但

16日，新州大部分地區的火險級別仍較高。

維州16日下午也迎來降雨和轉涼的

天氣。這樣的天氣狀況有助於消散林火

引起的煙霾。空氣質量預報因此也升至

“良好”級別。

氣象局稱，維州的轉涼天氣預計會持

續到本周末，最高氣溫會在20℃左右。

然而，伴隨天氣轉涼而來的降雨和

雷暴，給維州東部和東北部抗擊大火的消

防員帶來的幫助，只不過是杯水車薪。

據預測，壹些火災區預計會有雷暴

，且降雨量不到5毫米。無雨閃電可能

引發新的火情。

這場規模前所未見的澳大利亞林火

已經奪走了28條人命，約10億只動物也

在林火中喪命。

由於澳大利亞的氣溫居高不下，加

上缺乏降雨，林火的情況不斷惡化。當

局希望本周的多雨天氣有助於控制火勢

，並撲滅壹些火點。

伊朗外長指責英法德屈從美威脅：
只會讓他胃口變大！

綜合報導 伊朗表示，

（英法德）三個歐洲國家屈

從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威脅

，觸發伊核協議爭端解決機

制，此舉可能最終導致聯合

國重新實施制裁。此前，美

媒披露稱特朗普政府以征收

關稅威脅歐洲改變伊核問題

立場。

據報道，英國、法國和

德國本周啟動了伊核協議爭

端解決機制，指控伊朗違反

伊核協議規定。英國表示，

現在是時候用壹份“特朗普

協議”來取代伊核協議，而

法國則表示，需要進行廣泛

的談判。

美國《華盛頓郵報》日前

援引消息人士稱，美國曾威脅

稱，如果歐洲三國政府不正式

指責伊朗違反核協議，美國將

對歐洲進口汽車征收25%的關

稅。這壹報道引發外界關註。

法國外交部發言人沒有

對有關美國威脅的報道發表

評論，但指出，歐洲幾個月

來壹直威脅要啟動爭端解決

程序。她說，歐洲國家已經

明確表示，他們不希望退出

協議，而是要找到壹種方法

，解決協議下的分歧。

伊朗外長則在社交媒體

推特上表示，法國、英國和

德國“出售了協議的其余部

分，以避免特朗普增加新的

關稅”。他還對三國表示：

“我的朋友們，這行不通。

妳只會刺激他的胃口。還記

得高中時欺負妳的人嗎？”

據悉，伊核協議是 2015

年由德黑蘭和美英法中德俄

六國達成的。協議規定，如

果伊朗限制其核項目，就解

除對伊朗的制裁。特朗普在

2018年退出了該協議，並重

新實施了美國的制裁，稱他

想要壹個更強硬的協議。

作為回應，伊朗實施了

減少履行協議條款的措施。

伊朗本月表示，拒絕對鈾濃

縮進行任何限制，但表示希

望保留協議。

妳家寵物叫啥名？
2019年巴西最熱寵物名字出爐

綜合報導 巴西寵物服務軟

件公司DogHero近日公布的調

查結果顯示，2019年巴西人為

寵物狗取的名字中，最熱門的

是“梅爾”(雌性)和“索爾

”(雄性)，寵物貓最常使用

的名字則是“妮娜”(雌性)

和“湯姆”(雄性)。

報道稱，在寵物狗的調

查中，熱門程度排在前三名

的雌性名字是“梅爾”“妮

娜”和“露娜”，雄性名字

是“索爾”“盧克”和“鮑勃”。

在寵物貓的方面，養貓

的寵物主人更喜歡給雌性貓取

名“妮娜”和“米婭”，給雄

性取名“湯姆”和“辛巴”。

調查數據表明，部分寵

物主人開始用著名電影角色

和明星人物的名字，來稱呼

自己的寵物。

據報道，調查中首次加入

了寵物貓的數據。據統計，目

前在該公司平臺註冊的寵物貓

狗總數已超過120萬只，其中

寵物貓數量共計 37084 只，

48.1%為雌性，51.9%為雄性。

除寵物名字外，DogHero

公司還對最受巴西人歡迎的貓

狗品種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

，雜交品種連續第四年成為巴

西人最喜愛的寵物狗品種，飼

養比例為29.4%。其次是西施犬

和約克夏犬，飼養比例分別為

9.8%和6.1%。

在寵物貓中，巴西人最喜歡

養的是雜交品種，飼養比例高達

55.92%。然後依次是暹羅貓、英

國短毛貓和美國短毛貓，占比分

別為1.07%、0.34%和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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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中餐館的數量近年來顯著下降，不過並
不是因為中餐已經不再吸引美國人，而是因為移民第二代的生
活改善，他們有能力取得收入更高、更穩定的工作，因此沒有
意願接手家業，多數中餐廳老闆也對這樣的結果感到開心。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根據餐館評價網
站Yelp的數據，美國前20大城市中餐館數量連年下降，5年前
，中餐館平均占這些城市所有餐館數量的 7.3%，現在已降至
6.5%，換句話說，5年來這些城市增加了1.5萬多家餐廳的同時
，中餐館卻減少了約1,200家，其中也包括舊金山唐人街，中
餐館數量比例從10%降至8.8%。

但是這並不代表中菜已不再吸引人，因為Yelp上的中餐館

平均瀏覽量及平均分數都沒有下降。
美國中餐館出現關閉潮，除了餐飲業競爭激烈、房租上漲

等因素，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第二代華人移民經濟流動性改善了
，作家珍妮佛•8•李（Jennifer 8. Lee）表示， 「中餐館關門趨
勢反映的是一段成功故事」，因為移民到美國落腳後開餐廳，
為的就是希望後代不用跟著做餐飲業，她說這些人來美國不是
為了當廚師， 「他們是移民，烹飪只是他們謀生的方法。」

華人移民第二代現在多不倚靠餐飲業維生，另一名哥倫比
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珍妮佛•李（Jennifer Lee）說，他們的目標
也不是繼承父業，如果移民第二代成為企業家，他們往往鑽研
的也是技術或顧問行業，而非餐飲或美甲沙龍等工作。

在紐約經營中餐館Eng's的薛老闆就是典型移民第一代，文
化大革命期間，他於1968年從大陸廣州翻山越嶺、游泳到香港
，之後移民美國，他40多年前買下Eng's經營權，每周7天、每
天12小時在廚房做飯，他的三個女兒在美國出生、長大、受高
等教育，現在做著高薪工作，沒有意願接下家族餐廳。

薛老闆和薛太太已年屆70，他們正在考慮退休、尋覓接班
人，儘管目前尚未找到適當人選，但薛老闆對自己的成就非常
自豪，也為女兒們感到驕傲，因為她們在美國出生、是受過教
育的專業人士、同時熱愛自己的工作，他說， 「我希望她們的
生活比我好」， 「過上好的生活，她們做到了。」

美中餐廳爆關閉潮美中餐廳爆關閉潮 華人老闆笑了華人老闆笑了

（綜合報導）原文書籍售價昂貴，是每年開學最頭痛的事
，美國大學生也面對同樣問題。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大學的教科書售價在2006年至2016年間，暴升了88%。有報告
指大學生花在購買教科書及其他課堂用品上的費用，高達每年
1,200元（美元、下同，約台幣3.6萬元）。部份貧困學生只好
購買二手書、向出版商租書、或到圖書館借書來完成課業。

20 歲 的 雷 耶 斯 （Sebastian Reyes） 是 喬 治 華 盛 頓 大 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國際事務科系的三年級生。
他在大一時花了400元（約台幣1.2萬元）購買教科書，對於家
境不太富裕的他來說，是一個沉重負擔。到大二年時他學乖了
，開始到圖書館找要用的書。他估計這個月他要在圖書館花約
48個小時，影印教科書內容、在網路找尋免費的檔案版本，來
製作自己的教科書。

喬治華盛頓大學是一間私立大學。當學生結束寒假，返回
大學開始新學期時，對那些揹著債務或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
來說，也同時是為教科書各出奇招的時間。除了雷耶斯的自製
影印版本 「妙法」，有部份學生會買二手書，或向出版商租借
。雷耶斯形容，買新書是 「很奢侈」的事。

消費者權益組織U.S. PIRG表示，有65%的大學生因為教
科書昂貴而推遲買書，即使他們擔心可能會因此影響成績。組
織正推行 「可負擔的高等教育」運動，負責人維特茲（Kaitlyn
Vitez）指出，現在美國的教科書市場有八成被三間出版商所壟
斷，由他們合謀定價。

當中兩間出版商Cengage和McGraw-Hill Education，計劃
於今年內合併，有望成為繼培生出版集團（Pearson）後的第二
大教科書出版商，估計市值將超過50億元（約台幣1,503億元

）。已經有幾十個學生和消費者組織去信司法部提出反對，認
為容許他們合併是更有助於他們的不合理加價。

兩間公司的發言人否認Cengage在教科書市場佔大比重，
指Cengage雖然有製作網路課程和出版電子教科書，但嚴格來
說不算是教科書出版商。而隨著學生越來越偏向在網路找課程
資料， Cengage和McGraw-Hill Education合併後的新公司，只
是學生在亞馬遜和網路教育集團Chegg以外的另一選擇。

為了減輕學生負擔，Cengage會推出網路訂閱服務，預期
每名學生可節省62.5元（約台幣1,878元）。McGraw-Hill Ed-
ucation則與大學合作，向使用他們教材的學生自動收取統一費
用，認為可以為學生節省開支。而培生表示，一向有提供租借
教科書服務，也致力於研究減低教材價格的方法。

川普打擊赴美產子文件曝光 領事官員有權拒發簽證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周三發布文件給各駐外領事機關

，正式宣告拒絕有生育旅遊企圖的人申請簽證入境美國，周五
生效。這份長達24頁的文件，要求領事官員向有意赴美生育的
人，拒發簽證，但未說明官員如何判斷簽證申請者的赴美目的
。國務院官員解釋，透過法律澄清視聽，認定生育旅遊是 「錯
誤且不被允許的」，是重要的第一步。

文件針對B visa（旅遊或商務）臨時簽證。據新規定，若
前往美國的主要目的是生下子女，就不符合發放B visa簽證所
依據的商務或旅遊意義，領事官員有權拒發簽證。

在美國出生的小孩，可自動獲得美國公民權。文件再三強
調，生育旅遊造成國安漏洞和醫療資源濫用，暗示生育旅遊不
是合法活動。透過法規將生育旅遊在意義上 「非法化」，是執
法的第一步。

不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獲得消息指，領事官
員被告知，除非有明確證據指出，對方已懷孕及有意在美國生
產，否則 「不能直接詢問女性是否懷孕或計劃懷孕」。因此，
官員要如何判斷簽證申請者訪美的真實目的，依然是個謎。

目前看來，有意赴美就醫的人，最受新政策影響。文件指

，以醫療為由的簽證申請者，必須證明已有相關規劃，例如提
供療程日期、醫院同意書、費用表，也要證明有能力支付醫療
費和各項生活開支。

分析指，多數計劃赴美生育者，會提前申請簽證，領事局
官員要認定簽證申請人的訪美目的，並不容易；生育旅遊業者
多半會指導客戶，該如何 「正確」回答領事局的問題。國務院
這份文件中也提到，有些特殊情況下，仍會批准外國孕婦的簽
證申請，例如要完成當事人有家屬臨終、須完成遺願等，可能
形成其他漏洞。

課本太貴 美國部份大學生租借教科書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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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統壹部部長金煉鐵就韓朝

間合作表示，在多個領域中，政府正在關註

韓朝間旅遊合作的可能性，再次暗示將推進

對朝個人旅遊。

金煉鐵當天在首爾中區新聞中心舉行的

研討會上表示，最近圍繞朝鮮半島的情況並

不樂觀。但是，“在嚴寒中，春天壹定會到

來。為了在春天到來時播下好種子，越是在

這個時候越要紮紮實實地準備變化”。

金煉鐵在敦促盡快連接未完成的韓朝鐵

道“東海北部線”的同時，還強調，雪嶽山

和金剛山等旅遊資源的協同效果，不僅可以

為停滯的邊境地區經濟註入活力，還可以促

進韓朝間重啟旅遊觀光。

他表示，今後，韓國政府將與相關部門

和地方自治團體緊密溝通，將盡最大努力盡

快實現“東海北部線”的連通。同時，韓方

將與朝鮮持續協商，尋求金剛山旅遊未來的

發展和東海岸地區壹帶韓朝共同旅遊地得以

實現的方案。

此前，朝鮮於2019年10月25日向韓方發

來通知，要求韓方拆除金剛山內的韓方設施。

隨後，韓國政府10月28日向朝鮮發送通知，提

議朝韓舉行工作會談，討論金剛山旅遊項目問

題。10月29日，朝鮮拒絕了韓方的提議。

12月2日，金煉鐵曾表示，將積極發掘

除金剛山旅遊項目之外的其他朝韓合作項目

。只要朝鮮響應，還有很多可立即付諸實踐

且有利於朝韓的合作領域。

欲接班安倍？
日防相在美演講：我明年或作為首相來

綜合報導 正在美國訪問的日本防

衛大臣河野太郎在壹場演講中表示，

“我明年或作為首相再來”。這壹發言

被日媒解讀為其有意參選下壹屆自民黨

總裁，並接班安倍。

據報道，河野在當天的演講中，以

“我去年是作為外相來的華盛頓，今年

作為防相又來了，明天我可能會作為首

相來”開場，引發了會場壹片笑聲。

河野這句看似玩笑話的發言，被日

媒解讀為其有意成為安倍的接班人。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河野曾有過競

選日本自民黨總裁的經歷，對於下壹屆

自民黨總裁選舉，他也曾表示“有意參

選”。報道分析稱，河野這些發言表明

了其意欲成為安倍的接班人。

現任日本首先安倍晉三的任期將

於 2021 年 9 月結束，他本人也多次表

示無意再連任自民黨總裁。目前，自

民黨內，包括河野在內，日本環境相

小泉進次郎、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岸

田文雄等人都被看作是安倍接班人的

有力人選。

當地時間2020年1月12日晚上，河

野太郎從日本出發前往美國。河野此次

訪美為期五天，他在美國夏威夷視察美

軍“宙斯盾”反導系統設施之後，又前

往美國首都華盛頓與美防長埃斯珀進行

了會談。

賞櫻會風波持續
日本多個在野黨擬要求菅義偉辭職

綜合報導 日本立憲民主

黨等在野黨在國會對策委員長

會議上，認為日本內閣官方長

官菅義偉在“賞櫻會”事件裏

有失職行為，壹致決定要求菅

義偉辭職。

據報道，在野黨認為，菅

義偉在管理“賞櫻會”賓客名

單時，違反了日本《公文書管

理法》。立憲民主黨國會對策

委員長安住淳在會後對記者表

示，“不能容忍政府責任人的

違法行為，他(菅義偉)應該自

己承擔責任”。

此外，針對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等人認為廢棄“賞櫻會”

賓客名單並無不妥，各在野黨

表示，“政府公文是國民財產

，絕不允許(當局)肆意銷毀”

，並強調在野黨將在20日召開

的例行國會上，對這個問題進

行徹底追究。

日本共同社此前報道，

菅義偉在 10日的記者會上，

就日本內閣府未將“賞櫻會”

賓客名單寫入“行政文件管

理簿”的做法承認，此舉確

實是違反了日本《公文書管

理法》。

關於未寫入賓客名單的原

因，菅義偉稱，“負責人的相

關意識淡薄”，強調是漏記。

據悉，未寫入的是2013至

2017年度部分“賞櫻會”賓客

名單。日本《公文書管理法》

規定，為妥善管理行政文件，

有義務將文件等的分類、名稱

、保存期間等信息寫入“行政

文件管理簿”。

2019年11月以來，安倍身

陷“賞櫻會”風波，因被指無

限制地邀請安倍後援會相關人

士，日本在野黨批評其“公私

極其不分”。日本朝野各方在

日本國會就相關話題進行了多

次交鋒。

日本政府從 1952 年起在

首都東京新宿禦苑舉辦賞櫻

會，邀請社會各界代表與首

相壹起欣賞櫻花，費用由政

府承擔。

安倍執政期間，賞櫻會預

算大幅增加。日本內閣府數據

顯示，2014年賞櫻會支出大約

3000萬日元，2019年增至5500

萬日元，參加人數從大約1.4

萬人增至1.8萬人。

韓國議員涉嫌幹涉“世越號”報道
大法院判其罰款

綜合報導 “世越號”沈船事

故發生後，韓國議員李正鉉(音譯)

涉嫌幹涉韓國KBS電視臺“世越

號”報道。韓國大法院16日判處

其罰款10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6萬

元)，維持議員職務。

韓國大法院宣判，李正鉉涉嫌

違反《放送法》，判處其繳納罰款

1000萬韓元，維持了首爾中央地方

法院二審中的判決。

韓國為保障放送自由和獨立而

制定的《放送法》第4條和第105

條規定，侵犯放送編排自由和獨立

的情況，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3000萬韓元以下罰款。

2014年4月“世越號”慘案發

生後，韓國KBS電視臺將海警等政

府應對和救助活動上的問題，作為

主要新聞進行了報道。李正鉉給當

時的KBS報道局局長金時坤(音譯)

打電話要求，“從新聞編輯中刪

除”、“重新錄音制作”，涉嫌幹

涉新聞編輯工作。

此前，李正鉉在壹審中被判有

期徒刑1年，緩刑2年。二審中，

法院雖然維持了有罪判決，但減刑

為罰款1000萬

韓元。裁判部

表示，綜合各

種情況，壹審

的量刑多少有

些重，因此維

持有罪判決，

判罰罰款，減

少了刑量。

2014 年 4

月 15日，韓國檀園高中的同學們

搭乘學校安排的“世越號”遊輪

前往濟州島。16日上午，在路過

全羅南道珍島郡附近海域時，

“世越號”忽然發生嚴重傾斜，

並最終沈沒。船上共有 476 人，

事故造成 295 人遇難，另有 9 人

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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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近年來進
行了不少課程革新，從近處

說，是讓學生更好與業界需求接軌；
從長遠說，則是在教育中埋下種子，
尋找香港戲劇獨特的美學風格的表達
方式。而學生，則需盡快清晰自身定
位，轉換思維、拓寬眼界，明白戲劇
並非只有表演，戲劇生可以以多元方
式貢獻社會。

一直以來，香港演藝學院的戲劇
教育傳統，都以借鑑西方體系為
主——學習西方的大師、借鑑訓練方
式及排練方法。但發展到現在，在演
藝學院戲劇學院導演系主任司徒慧焯
看來，當全世界所有地方都在尋找自
己的文化身份時，香港亦應從教育開
始，挖掘自己的戲劇identity。

強調東方美學
尋找文化DNA

“來到這個世代，我們比較強調
東方美學，或者內地會說的‘中國學
派’，如內地導演林兆華他們所一直
追求的，如何將中國一直以來在戲劇
上面的寶藏傳承、轉化，變成一個
‘中國人的戲劇’。”在司徒慧焯看
來，中國人的戲劇技巧及傳統與西方
有着顯著差異，演員身形不同、感覺
不同，想事情的方式亦不同，如果只
是純粹去借鑒西方的戲劇體系和表演
方式，一來身處不同文化土壤中的我
們其實不可能做到如英國人、美國人
又或是契可夫筆下的俄國人那樣去演
戲；二來，“去扮鬼佬，其實很傻。
而且鬼佬也不是想看這個，你扮得多
麼像，都是一個次等的東西，那為什
麼不在我們自己的東西裡面去尋找
呢？”他還記得有一年去斯洛伐克的
一個藝術節演出陳均潤改編自莎士比
亞《第十二夜》的劇本《元宵》，當
地觀眾最為驚嘆的，是香港演員的活
力，以及他們脫胎自戲曲做手的手部
動作。香港戲劇想要走出去，必定要
輸出自己的文化DNA，光靠搬演外國
的經典劇本顯然不可行。

於是這兩年，演藝戲劇學院開始把
太極納入必修課中，將它與瑜伽結合在
一起，演變成屬於學院的獨特訓練方
式。“要去尋找如何用我們的身體和原
本的文化背景去思考。”學生對此反應
正面，至於效果如何，是否能夠運用到
戲劇實踐中，則仍需觀察。

“以前做戲劇，我的想法是如何分
析劇本、運用台詞、呈現角色，再用一
些西方如百老匯等所謂比較常見的表演
形式讓作品好看一些。但我現在覺得不
是這樣的。表演是要找到真實的撼動。
那種真實不是要‘扮’生活，而是要找
到我內心的叫聲是什麼，再把這個叫聲
和世界聯結。”落實到戲劇教育上，以
往的方式，用他的話說，是“圍繞着戲
劇的世界去講戲劇”，看易卜生，看亞
瑟．米勒，研究契可夫……現在則是反
過來——“世界如此，我要做什麼劇去
回應它？”讓學生接觸到更為多元的表
演形式、強調形體的訓練、強調東方美
學的探索，是戲劇學院現在所着重努力
的方向。而對學生而言，轉換思維顯得
尤為重要，尋找到自己內在的呼聲和創
作動能則是開啟未來的一把鑰匙。

轉換思維活學活用
戲劇不光是表演

尋找東方身體的藝術表達，是戲
劇教育的長遠目標；對學生而言，更
為迫切的現實問題是：畢業之後要做
什麼？

近年來，戲劇學院畢業生的工作機
會不僅局限於劇團的表演。部分戲劇學
院畢業生會與本地劇團或電視台簽約或
以自由身方式投身創作，更有甚者創立
了自己的新劇團，開闢一片天地。而有
部分學生則參與和表演藝術有關的社
區、藝術教學及行政工作等。

不過，也有一部分畢業生，並沒有
留在戲劇產業中。現時為一間廣告公司
擔任市場部人員的Fiona三年前由戲劇
學院學成畢業，但是由於沒有進入大型
劇團，自己所在的劇團工作很不穩定，
在劇場的工作只維持了半年，便要嘗試
轉換跑道另尋他途。她說：“戲
劇表演的學習是很全面的，但
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我們學
習的內容是很學院化，但到
了工作的時候，就會感覺不
夠‘野生’的演員有劇場經
驗，會比較無法把握觀眾的需
求。”她認為雖然在校期間也有表
演的機會，但面對的始終
不是普羅大
眾 ， 而 是
“已經既定看
得懂的人”，實
用性較低。

學校所學和真正的實踐間
似乎有脫節的地方，在演藝任教數

年 ，

司徒慧焯也不時會聽到坊間劇團的反
饋，覺得演藝的學生“唔啱用”，慣常
的表述是：“（他們）都唔識得呢
啲噶。”他認為，演藝對演員的
基本訓練是完整的，“只不過
是可能我們教學中較少涉獵某
些具體的方面。”世界變化迅
速，而香港的教育仍有些停留
在僵硬的點對點的對應方式
中——學習A則是要走A'的路徑，
要去到B則只能選擇B'作答案……“但
藝術不是這樣的嘛，”他說，“我想要
改變這樣的思維方式，讓學生知道，其
實學習A，能夠應付A至E。你要學會
解開這個鎖。四年的戲劇教育，首先希
望學生明白，‘表演’不是縮窄到只有
站在藝術中心的舞台上才叫表演，其實
很多東西都關乎表演這件事。那畢業出
來的人就不會突然覺得很害怕，好像自
己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些方面的東西。”

司徒慧焯透露，未來戲劇學院將會
新增三個專業，回應戲劇的發展潮流之
餘亦幫助學生與業界接軌。

其中之一是Acting for Musical（暫
譯音樂劇表演）。音樂劇具娛樂性、貼近
大眾，亦容易成為長演劇目，司徒慧焯認
為本地音樂劇市場有很大潛力，而近年來
觀察演藝學生，發現比較容易找到會唱歌
的學生，音樂劇的訓練大有可為。其實，
演藝過去曾經設置過音樂劇專業，但當時
該專業被放置在舞蹈學院裡面，有些“錯
配”，“好像只是訓練了一班音樂劇的舞
者，其他方面（演和唱）則都差了一點
點，不成氣候。”該專業後來被擱置，現
在被重新規劃至戲劇學院，希望在唱、
跳、演三方面加強訓練，未來更要進一步
培養原創音樂劇的創作力。

另一個新增專業是Dramaturgy（戲
劇構作）。戲劇構作在西方有着歷史源
流，更是當今劇壇的熱潮之一。簡單來
說，戲劇構作是表演創作過程中的一個
獨立範疇，戲劇顧問用批判、介入、觀
察、研究、刺激、引導等方式協助藝術
家作出各方面的創作決定。過去數年
間，越來越多的香港藝術家將戲劇構作
融入自己的創作過程中，但本地專業的
戲劇顧問則仍只少數。演藝戲劇學院這

一新專業的設立，也許正能填補這一空
白。“香港真的很小，做下做下就容易
覺得沒什麼進步。未來，香港的藝術應
該能代表自己之餘更要向外發展，所謂
的國際化。要去想你怎麼和世界，而
不只是和自己的社會接軌。這時，
就需要有多些眼光去看，你所講
的戲劇到底是什麼。這就需要有
戲劇構作。”

而為了強化畢業生與社
區的關係，還將新增Ap-
plied Theatre （ 應 用 戲
劇）專業。現時不少戲
劇畢業生會去中小學教
書，或者去社區中心
為不同團體創作戲
劇，“我們都想訓
練年輕人有這方面
的能力，畢竟怎麼
去教人和自己做戲
是兩回事。”應用
戲劇的訓練可以讓
學生知道，戲劇的
出 路 不 是 那 麼
窄，除了導演、
編劇、演員外，
也可以做社區中心
的curator。讀戲劇
的人出來不一定要
站在舞台上才能發
光發熱，而可以以
多元方式貢獻社會。

香港讀藝術意味着香港讀藝術意味着““捱窮捱窮”？”？ 之三之三
畢業之後可以做什麼？這大概是每個藝術生

都會面臨的內心迷茫。僧多粥少，競爭激烈，近

年來，本地戲劇畢業生的就業選擇不再局限於專

業劇團的表演，不少畢業生亦會選擇投身教育，

或在社區中心作戲劇指導。職業選擇的多元其實

對學生能力提出更高、更全面的要求。為了讓學

生在步入社會前做好更充足的準備，本地戲劇教

育應如何與時俱進？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張美婷、胡茜

圖片由香港演藝學院及中英劇團提供

■■香港演藝學院戲香港演藝學院戲
劇學院導演系主任劇學院導演系主任
司徒慧焯司徒慧焯。。尉瑋尉瑋攝攝

學學生生需需清清晰晰自自身身定定位位面面對對激激烈烈競競爭爭

在香港，
劇團的數量眾多，

但並非每個劇團均有全
職演員，而全職演員主要

分佈在香港話劇團與中英劇
團之中。現時，香港話劇團約
有25名全職演員，中英劇團約有
12名，惟演藝學院每年約有20名
戲劇畢業生，可見畢業生成為全職演
員的競爭相當大。
香港中英劇團藝術總監張可堅1982

年已成為中英劇團的全職演員，可謂見證
着香港戲劇界的發展，他直言在剛入行時
認為，演員是否演藝學院畢業對其自身的表
現並沒有很大分別，但近年，他再次參與劇
團的試鏡時，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部
分參與試鏡的人，連試鏡的規則也不懂，在讀
白的環節，我們可能要面試者用三個不同的形
式讀白，以不同的經典角色語氣去演繹對白，
那時候我們會發現在演藝學院畢業的同學就很
清楚我們要的東西，有部分不是演藝學院畢業
的同學，可能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他們則會對
這些戲劇的認識沒那麼深。”

畢業三年定去留
在最近一次聘請6名全職演員的試鏡上，劇

團聘請了5名來自演藝學院畢業的學生，張強調
在劇團聘請全職演員時十分着重其“爆炸
力”，他說：“我們在聘請演員時，會希望演
員有‘爆炸力’，希望以他們穩健的基礎和我
們的培養下，在演出上可以發揮出來，但若

然連基礎也打得不好，我們又如何想像他可以有
爆炸力呢？”

走上戲劇之路並不容易，特別是這行業只有
少量全職演員的位置，畢業生更要清楚自己的路
向。司徒慧焯說，學生畢業後的前三年其實不愁
就業機會，直白些說，因為“便宜”。但演出機
會多並不意味着未來的發展好，這三年恰是“黃
金時期”，學生應盡快思考清楚自身的定位。他
笑言，如果學生回來說“阿Sir，我開始明白自
己了，我是不是可以做主角？”，“那其實是還
沒有明白自己。”他笑，反而“我發現原來我做
配角做得很好”才算是開始入了門道。學生必須
面對現實，並非每個人都有天賦、能力和質感站
在聚光燈的中心，但哪怕不是站在中心，仍然有
適合自己的舞台。

張可堅亦提醒學生在選擇戲劇學院就讀時，
就應做好心理準備，清楚戲劇之路不會是康莊大
道，“他們也應該多留意香港戲劇界的發展是如
何，清楚知道各個劇團的風格，自己要追尋什
麼，全心全意地往自己心儀的劇團進發，在學校
學習那幾年應該多搜集資料，了解戲劇界是什麼
樣子，要知道自己為什麼做演員，目標是什
麼。”

■■張可堅形容演藝學院畢業生在演戲時有爆炸張可堅形容演藝學院畢業生在演戲時有爆炸
力力。。圖為圖為《《靖海氛記靖海氛記．．張保仔張保仔》》排練照排練照。。

■■香港中英劇團香港中英劇團
藝術總監張可藝術總監張可
堅堅。。 張美婷張美婷攝攝

■■戲劇學院學生透過演出不同的戲劇學院學生透過演出不同的
劇目劇目，，拓闊表演藝術的領域拓闊表演藝術的領域。。圖圖
為為《《記憶之書記憶之書 11..00》。》。

■■戲劇學院師生早前到訪英國皇家戲劇藝術戲劇學院師生早前到訪英國皇家戲劇藝術
學院學院，，以廣東話演出以廣東話演出《《我自在江湖我自在江湖》。》。

戲劇教育與時俱進助學生拓展市場

革新課程與業界接軌

■■圖為演藝戲劇學院圖為演藝戲劇學院
講師張藝生帶領學生講師張藝生帶領學生
上太極課上太極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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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又靈活的費率方案

低月租新款刷卡機

接受各種支付方式

24/7/365多語技術服務

資金可當天入帳

若我們不能提供跟您現在
相同或更低的刷卡費率

我們就給您

*活動有條件限制。

*商家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方能符合本優惠方案：1. 商家須於提
供04/15/2020之前提供至少一個月的商家交易帳單。帳單必須為最
近六個月且來自目前的信用卡刷卡服務商。2. 所提供帳單上的每月刷
卡交易金額在扣除借記卡跟EBT交易後，必須等於或多於一萬美元。
3. 以下商業類型不符合本活動資格：Elavon既有客戶、按摩服務業、
使用企業總部交易費率的加盟店、協會成員、加油站和因關係已享有
特殊費率者。4. $1000元將會以禮品卡形式支付。5. 優惠可能會隨時
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 本活動僅適用於註冊於美國地
區之商家。

$1,000

立即致電
888-320-3838洽詢

新年限時優惠活動：4/15/2020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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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活太累還髒，年輕人
都不願意幹，就女兒任勞任怨地
和我幹了二十年，她再往下傳很
難找到合適的人。”孟淑卿很無
奈地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

關愛民說，“做斜仁柱最累
人的就是熟皮子，需要使勁地不
停地揉獸皮，前幾天肩周炎剛
好。”說着，她把手伸出來讓香
港文匯報記者看，常帶頂針的手
指已經彎曲。但每天看着母親不
停地在弄這些東西，關愛民就跟
着一起做了下去。

孟淑卿的同學經常打電話
說，“退休了還幹這活，缺錢我
們給你。”孟淑卿回覆，“這不
是錢的事，是民族文化需要有人
來傳承。自己所剩時間越來越短
了，現在要用小時來計算，不能
再讓自己的民族文化消減下
去。”目前全國鄂倫春族人口約

八千多人，只有語言，沒有文
字，他們的文化都靠語言代代相
傳。白銀納鄉裡的鄂倫春人也越
來越少，現在有兩百多人，會說
鄂倫春語的人也越來越少，四十
歲以上的可以說，但能說好的都
要七十歲以上了，所剩寥寥無
幾。現在雖說學校開了鄂倫春語
課，但是在當地上學的孩子卻越
來越少。令孟淑卿母女兩人高興
的是，關愛民的兒子考研究生的
專業選擇了民族學，他說：“看
着姥姥和媽媽為傳承民族文化付
出如此艱辛，自己也要為鄂倫春
族作點貢獻。”姥姥聽說這個消
息後，比任何人都高興，每天更
是不停歇地做民族手工藝品。她
說，“要把自己會的東西都留給
外孫，讓他研究繼承鄂倫春民族
文化，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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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鄂倫春人曾在古老的興安嶺

中居住，過着以狩獵為主的生
活，這個被稱為“北方遊獵文化
活化石”的民族對自己的家園更
是愛惜有加。

孟淑卿說，“鄂倫春人愛護
森林要勝過自己的生命。夏天採
樺樹皮做圍子時，鄂倫春人也有
自己的技法，要等到樺樹中的水
分最多時採摘，只用表皮，這樣
樺樹還能重新長出樹皮。樺樹皮
在圍斜仁柱前，要經過皮層的篩
選，再放到水裡煮才能用。”

冬天斜仁柱的圍子所用獸
皮，都是吃過肉後，省下來的皮
子加工後除了做圍子還做衣服、
被子和鞋等生活用品。孟淑卿回
憶：“小時候，森林裡有很多的

野草藥材，靈芝和人參也很多，
但鄂倫春人很少去採摘，只有到
了救命時才取一點來用。”

用來做圍子的獸皮，關愛民
一直在尋找新的替代品。她說：
“現在用來做圍子的獸皮，都是
之前積攢下來的，手裡也沒有存
貨了，很可能以後就再也沒有可
以熟的皮子了，保護生態環境是
我們鄂倫春族人應盡的義務。”

狩獵是鄂倫春族人生存的需
要，一年四季他們都遊獵在茫茫
的林海中。獵馬和獵狗是鄂倫春
族獵民不可缺少的幫手，被稱為
“獵人的夥伴”。鄂倫春人的獵
馬和獵狗都很通人性，出於這個
特殊的原因，鄂倫春人一般不殺
馬和狗，也不吃馬肉和狗肉。

保護生態 尋找新材料替代皮製品

“粉絲三萬，最高點讚 60
萬。”關愛民拿着手機給香港文
匯報記者看，一位政府官員到家
裡看望孟淑卿，說他把孟淑卿的
視頻發網上了，點擊量很高，讓
她自己嘗試一下。

網友們看到孟淑卿的視頻，
對鄂倫春族特別是對這位曾在森
林裡長大的老奶奶非常感興趣。
網友在祝福老奶奶的同時，也提
出了很多關於鄂倫春的問題，
“那麼冷的天氣怎麼還在外面
住？”“白銀納是很有錢的意思
嗎？”“有機會有一定去那裡看
看。”孟淑卿的網名是鄂倫春阿

大，阿大是鄂倫春語奶奶的意
思。“沒想到網上有這麼多人關
心我，喜歡鄂倫春族。”孟淑卿
說：“網友們在網上給我留言，
我讓女兒幫我回覆，她們說的話
開始我每一條都回覆，後來實在
太多了，回覆不過來了。”

除了接待網友，很多大學生
也來到這裡。孟淑卿說：“他們
都來找我了解鄂倫春的事情，我
非常願意給他們講，有時候一講
就是一整天。”一位韓國人聽了
孟淑卿講的故事後說：“在這樣
極寒的天氣下還能生存，你們真
是一個機智勇敢的民族。”

視頻上網 鄂倫春奶奶成網紅

民族文化亟待搶救
鄂倫春語後繼無人

■用獸皮製作的
服裝抵禦嚴寒。

香港文匯報
記者于海江 攝

■■孟淑卿十歲前曾一直在原始森林裡生活孟淑卿十歲前曾一直在原始森林裡生活，，居住居住
在斜仁柱裡在斜仁柱裡。。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攝

■孟淑卿與關愛民母女二人現是鄂倫春族斜仁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
目的代表性傳承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鄂倫春族傳統手工藝鄂倫春族傳統手工藝
品品。。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于海江記者于海江 攝攝

十幾根白樺樹杆搭成圓錐形，六七十張獸皮圍

成的斜仁柱矗立在鄂倫春老人孟淑卿家的客廳中。

她曾在這樣的“房子”裡住了十年。如今這已成為

遊客到白銀納鄂倫春族鄉打卡的景點，更是這位老

人對祖先懷念的一種寄託，用一生傳承民族文化的

見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大興安嶺報道

深秋的早晨，位於黑龍江省大興安嶺深處的白銀納鄉已開始
飄起白雪，雪花漸漸覆蓋在紅色的屋頂上，白銀納鄉的鄂

倫春人開始了一天的勞作。這裡的溫度要比省城哈爾濱低很
多，冬天最冷時達到零下五十攝氏度，六十多年前鄂倫春人就
是在這種氣候下繁衍生息。

全家人住兩個斜仁柱
伊哈倩是孟淑卿的鄂倫春語名字，意思是太陽照在臉上臉

蛋紅彤彤的。1943年她出生在一個獵民家中，父親在她出生前
去世了，母親和她跟着爺爺奶奶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孟淑卿
說：“我出生在倭勒河部落，大約有六七十人口，當時大興安
嶺地區的森林中有五六個這樣的部落。鄂倫春人的部落都是按
江河流域來劃分，生活起居的地方要選在依山傍水的地方，住
在斜仁柱中，又叫它‘撮羅子’（圓錐形房子）。”

孟淑卿小時候全家人住在兩個斜仁柱中，爺爺奶奶帶着大
姐住一塊，媽媽帶着其他孩子住，當時整個部落生活在封閉的
森林裡，以打獵為生，缺衣少藥，甚至不知道有大夫，定期會
下山到漢族村用獵物換取些生活用品。孟淑卿說，“這裡的冬
天特別冷，溫度達到零下五十度以上，晚上睡覺蓋着皮被，早
上起來被子上都已結冰。”

安居後成非遺傳承人
1953年，被稱為“興安獵神”的鄂倫春人放下獵槍從森林裡

走了出來，告別了他們風雨飄搖的日子。她在白銀納鄂倫春族鄉
從小學一直讀到高中，後來又到鄉政府工作。六十多年來，斜仁
柱、木刻楞（俄羅斯族民居，牆身用原木壘疊卯榫連接）、磚瓦
房居所的變化印刻着鄂倫春人生產生活的巨大改變。

一排排紅頂樓房前有一排更顯高級的獨院平房，每家門前
都有他們主人的名字和介紹，白色木柵欄圍成的小花園中，有
一棟平房門前搭建了一座原汁原味的斜仁柱，這裡便是孟淑卿
的家。

孟淑卿把斜仁柱手藝傳給了女兒關愛民，他們現在都是鄂
倫春族斜仁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母女
兩人盤膝坐在床上繡着鄂倫春族的刺繡。關愛民說，“近年來
政府對鄂倫春文化傳承非常重視，2013年讓我們搬進了新家，
給我們提供了工作室，在熟皮子時，再也不用當一個‘臭皮
匠’了。”

關愛民說的熟皮子，是製作斜仁柱的重要工序，將獸皮經
過特殊處理後弄濕，然後就要不停的用手揉獸皮的每一個部
位，用兩腳夾住皮子的一頭，一手抓住另一頭，一手用專用工
具在獸皮上刮，然後再用雙手用盡全力去揉，直到把濕皮子揉
乾為止，在這個過程中獸皮會產生刺鼻的味道。關愛民說，
“這就是所說的‘臭皮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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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寄宿家庭服務
Kevin Griffin，住家位於休斯頓西北地區，為來美走讀私立高
中的中國學生提供優質寄宿家庭服務：包括膳食住宿，私車接
送，私立高中申請及學習幫助等。 

Kevin 作為一個優秀英語教師，亦在音樂上有不菲成就。他非
常有愛心， 為休斯頓華人社區做過許多貢獻，對待寄宿學生如
同家人一般，並且有管理和照顧寄宿中國高中生的多年經驗。

有需要更多信息者
電話　713-294-9991 （英文）     832-280-7388（中文）

休士頓使徒教會
Houston Apostolic Church

地址:1211 Upland(#C) Houston Tx 77043
電話:713-398-2583 / 電郵:israelyk@yahoo.com
主任牧師：Israel Kang 康以色列 牧師

中英文崇拜：
中英文禱告會：

英文查經：

週日10:30AM
週五8:00PM
週三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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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傳承人的姓氏及產地原因，汝陽劉村產的
毛筆被稱為“劉毛筆”。汝陽劉的村民表

示，“劉毛筆”也是當地毛筆產業的統稱。實
際上，不僅僅是孫店鎮汝陽劉村，周圍的村
子，還有孫店鎮臨近的三店鄉、范集鄉，乃至
上蔡縣的楊集鎮，都有大量的毛筆從業者。這
些地方生產的毛筆，都叫“劉毛筆”。

劉好勤保存着汝陽劉村拆遷前村口的牌
子，上面寫着：“妙筆之鄉汝陽劉”。“村子
拆遷前，過半的村民家裡有製筆作坊，現在作
坊成為公司，有的入駐項城市產業集聚區，有
的在市區有了自己的店面。”他說。

製作工序共128道
劉好勤的毛筆加工廠在項城市產業集聚區

內。進入廠區首先看到一個將軍的雕像，據工
人介紹，這是秦朝大將蒙恬。說起毛筆，不得
不提蒙恬。汝陽劉的劉姓先祖劉寅是蒙恬軍中
的文書，當時記錄軍中事務是用刀在竹簡上刻
字，費時費力。有一次，蒙恬在軍營附近看到
一隻野兔淹死在石灰池裡，突發奇想讓劉寅試
試能否用兔子尾巴寫字。劉寅一試，果然十分
方便，後來他把兔毫用麻捆着，扎進竹管裡，
並不斷改進，就有了毛筆。蒙恬死後，劉寅回
到家鄉即如今的項城市，把毛筆製作技藝傳授給了
後人。

在車間裡，製筆工人展示了毛筆製作的部分工
序，“全部下來一共128道。”光是前期選筆毫就
包括坐功、選毫、脫脂、去絨、裝毛、上毛、掛
絨、齊勢等工序數十道。根據筆的大小和不同用
途，毛筆的筆毫分為羊毫、兔毫、狼毫、獾毫，狼
即黃鼠狼，獾則是石獾。

劉好勤進入製筆行業至今已43年，對於毫的選
擇，以羊為例，他對於什麼季節、羊的哪個部位、

適合做什麼筆已了如指掌。“6個月大尚未交配的
公山羊，毛髮最好。”這些毛髮價格不菲，需要去
民間收購，負責採購的工人說，一斤羊毫價格是3.8
萬元（人民幣，下同）。

從業人員逾五千
隨着現代書寫工具的改變，毛筆已變為收藏

品。目前，“劉毛筆”的主要使用對象是書法學習
班、書畫界人士。此外，成套毛筆也能作為禮物送
朋友。劉好勤表示，將毛筆作為禮物，可以顯示出
文化和品位。訂製銷售，在“劉毛筆”整個市場中

佔比巨大。最貴的一次訂製，一套筆六支，加上
禮盒和硯台，賣出68萬元，“那是國內的一個商
人送給某外國總理的禮物，後來又有一個商人以
同樣的價格買了一套，也是送給外國元首。”

根據項城市的統計，上世紀70年代，孫店鎮及
周邊有上萬人從事毛筆生產與銷售，汝陽劉村也成
為了巨大的毛筆交易市場。80年代，私營性質的製
筆廠紛紛出現，孫店鎮製筆專業戶達579戶1,450
人，年產各種毛筆1,400萬支，年產值70萬元，其
中就有劉好連、劉家祥、劉長德、劉好善等劉姓族
人共同出資籌建的汝陽劉大隊製筆廠。在大隊製筆

廠的基礎上，幾經衰落與復興，劉好勤的項城市汝
陽劉筆業進入項城市產業集聚區已經有八年，佔地
2萬平方米，是全國最大的毛筆生產企業。

據項城市宣傳部門介紹，目前，汝陽劉村及附
近的幾個村莊從事毛筆生產的專業戶有1,250多
戶，從業人員5,000多人，年實現總產值3.2億元，
上繳利稅3,600萬元。

單是項城市汝陽劉筆業一個企業，每年就生產
100多個品種和規格的毛筆，銷售額超3,000萬，產
品遠銷韓國、日本、法國、美國、東南亞等20多個
國家和地區。

歷66代技藝傳承
成產業

變身搖錢樹年產值超三億變身搖錢樹年產值超三億 銷海外逾銷海外逾2020國家地區國家地區
汝陽劉筆

河南周口市項城市孫店鎮汝陽

劉村，是著名的“妙筆之鄉”。毛

筆，這個書寫兩千多年中華史的工

具、文人手中的“利器”，在此產

生、延續、衰落，又迎來復活。製

作技藝從秦代發明毛筆的劉寅，到

今天的代表性傳承人劉好勤及其劉

姓族人，已是66代。如今的汝陽劉

村，不僅呈現出過半村民從事毛筆

產業的壯觀局面，還產生全國最大

的毛筆生產企業。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 周口報道

在項城市的毛筆博物館在項城市的毛筆博物館，，
存放一支總長存放一支總長33..11米米，，重重6060
公斤的公斤的““中華第一筆中華第一筆”，”，筆頭筆頭
長長00..7676米米，，筆桿長筆桿長22..3434米米。。筆筆
頭由馬鬃頭由馬鬃、、豬尾毛和長鋒山羊豬尾毛和長鋒山羊
毛製作而成毛製作而成，，筆桿為香樟木筆桿為香樟木。。
““中華第一筆中華第一筆””一共有三支一共有三支，，
第一支捐贈給了位於安陽市第一支捐贈給了位於安陽市
的的““中國文字博物館中國文字博物館”，”，第二支在中央第二支在中央

電視台書畫頻道電視台書畫頻道，，此處是第三支此處是第三支。。劉好勤劉好勤
說說，，這一支筆的製作這一支筆的製作，，耗資十萬餘元耗資十萬餘元，，直直
接參與設計製作接參與設計製作1616人人，，團隊在搜集原料和團隊在搜集原料和
製作的過程中製作的過程中，，共輾轉共輾轉55,,000000公里公里。。

輾轉輾轉50005000公里公里
製製““中華第一筆中華第一筆””

■■ 6868萬元一套的毛筆萬元一套的毛筆。。

■■工人在篩選筆頭工人在篩選筆頭。。

■■劉好勤展示製劉好勤展示製
作的筆頭作的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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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譚勝日前參加由貿發局主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Transwap黃譚勝：2020年匯款額料翻一番達5億美元

Transwap能夠如此迅速地增長，黃譚勝認為，成功之道在於找到了市場的“痛點”。中
小企以往透過銀行匯款時因金額不夠大，議價能力不及一些大公
司，但市場上沒有其他選擇，所以要“硬食”較貴的手續費，而
Transwap則透過機械人技術，以國際匯率中價（Mid market
rate）即時計算匯率，成本較銀行低，手續費僅0.3%至1.5%，較
傳統銀行少約8成。按市場數據，現時每日匯款的金額高達5.3兆
美元，當中9成以上是經銀行處理，換言之，公司即使只搶佔這
個龐大市場中的剩餘份額，已相當可觀。

SWIFT未來或遭淘汰
目前銀行主要是以加押電報、電傳或SWIFT(環球銀行金

融電信協會)結算系統方式，將外匯款項通過銀行的國外代理
行，匯到客戶指定的收款人所在銀行的賬戶。

黃譚勝表示，由於SWIFT的成本高，所需的時間長，希
望透過金融科技的發展，未來有機會淘汰SWIFT。公司現時
正向印尼、英國、澳洲、馬來西亞等地申請相關牌照；除匯款
外，亦與各地銀行合作，為用戶提供貸款服務。談及“一帶一
路”時，黃譚勝認為很多沿線國家的經濟成熟度仍很低，不少
企業會參與這些國家的基建項目，推動資金的流動不斷加快。
事實上，過去幾年平台上匯款到“一帶一路”國家的金額亦增
長不少，預計未來人民幣將會更加國際化，對於香港亦是很大
的機遇。而公司則為這些跨國商業活動提供了更大靈活性，不
僅簡化了跨境支付，亦透過區塊鏈等技術令匯款過程更安全，
相信“一帶一路”會繼續為公司提供商機。

銀行初創企如大小船
被問及虛擬銀行即將推行對公司的影響，黃譚勝回應

稱，虛擬銀行主要的優勢會是貸款方面，而不是匯款。銀行
畢竟有較多限制，而且要發展金融科技的成本很高，他們多
數會與初創企業合作。而初創企業則有較多投資者願意不計
成本地投資業務發展，直至累積到一定的客戶數量才開始有
盈利，投資者對此都不介意。他相信，初創金融科技公司與
傳統銀行是互補的，“銀行就像一艘大船，亦希望能帶領其
他小船一併前進。”

黃譚勝是Transwap的聯合創辦人
兼行政總裁，負責監督日常業務運
營，以及公司的戰略方向和業務發
展。他之前擔任過郵輪/航運行業的首
席財務官(規劃和財務主管)和製藥解決
方案行業全球總監。

黃譚勝黃譚勝
跨境匯款平台Transwap Limited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黃譚勝上周接受訪問時表示，公司由2015年

成立至今，跨境匯款的國家已達到160個，採用的科技包括人工智能（AI）、區塊鏈等，主力協助中小企

以金融科技降低匯款成本。他相信，隨着“一帶一路”的發展，區內資金的流動將會加快，預計2020年

經平台處理的總交易將會達到5億美元，較2019年翻一番，屆時將可達到收支平衡。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程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
敏）環球經濟下行風險增加、中美
貿易戰持續，以及香港政治環境動
盪等多項不利因素，令不少初創企
業面對更大經營壓力。Transwap聯
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黃譚勝表示，
公司業務主打中小企，匯款金額每
年都有增長，相信受到環球經濟放
緩影響一定會有，但不會太大。公
司2019年亦打算在香港、歐洲及英
國等地設立辦公室，預計新加坡、
泰國及內地的業務仍有很大增長潛
力。

黃譚勝指出，由於平台的用戶大
部分是中小企，故受到經濟影響的程
度亦會較輕，不過都有留意到由內地
匯出的金額有增加趨勢，可能是用作
對沖匯率的用途，與其業務無關。他
補充，因近年電子商務盛行，內地與
香港的匯款亦有因而增加。

至於中美貿易戰，黃譚勝回應
稱，留意到一些食品相關的行業受影
響較嚴重，但整體而言，影響亦不算
明顯。對於香港近月不斷出現示威活
動，他認為這對香港的旅遊及零售業
短暫會造成影響，但仍無損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因這優勢是多
年來建立，亦難以被其他城市代替。

■Transwap是企業跨境支付平台。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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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比照拆除忠孝橋引道，北市工
務局從今夜起利用5天春節假期，拆除中正橋重
慶南路高架橋段，副市長彭振聲今晚10點在現
場召開記者會，宣布工程啟動，希望能在94小
時以後，也就是初三（1/27）當天順利通車。
為了紀念歷史性一刻，市府在晚上8點半左右就
封閉陸橋，9點左右工程車輛陸續進駐，10點將
橋牌卸下，整個過程也吸引不少民眾到現場拍
照留念。

彭振聲表示，柯文哲第一任拆除忠孝橋，
當時8天工程提早2天完成，讓西區門戶計畫得
以實現，這次拆除重慶南路高架橋，也希望在
94小時內完成。中正橋興建於民國26年，這幾
年歷經了3次拓寬，不過因橋齡過久耐震耐洪都
不足，因此市府才花22億元改善，而這之前，
就必須先拆引導。目前最大的挑戰應該就是天
氣問題，根據氣象預報顯示，初一晚上到初二
會下雨，如果下雨的話標線就沒這麼容易黏著
住，只能用風乾方式處理。

彭會後受訪表示，今天晚上鳴笛就算開始
拆橋，94小時以後將開放全線通車，其中包括
橋面51小時拆完，下部結構8小時，路基回填
12 小時，標線及其他部分，初三晚上6 點前完
成，至於主橋部分預計111年10月通車，111年
通車後會在處理原本中正橋的歷史景觀問題。

引導拆完後，彭振聲認為對附近市容景觀
，都更條件，會改善很多，當然中正橋改善後

，也能改變行的安全，變成防洪耐震的橋樑。
連接雙北市的中正橋改建工程去年5月動

工，其中銜接中正橋台北端的重慶南路高架橋
，預定今天小年夜(1/23)晚間9時起至27日(初
三)晚間6時拆完，平面道路開放通車。新工處
表示，一連5天，重慶南路三段(和平西路往南)
及高架道路均實施交維計畫、全面封閉，汽機
車分別可改道行駛水源快速道路和廈門街114
巷，作為替代道路。

中正橋連接台北市中正區、新北市永和區
，因耐震係數、防洪高度不符最新標準，北市
府決定採 「新舊共存」，另闢新橋、保留舊橋
；其中重慶南路高架橋也將一併拆除，比照忠
孝橋引道拆除，選在交通流量較低的春節期施
工，避免擾民。

負責施工的北市新工處表示，中正橋引道
重慶南路高架橋及橋下自強市場拆除作業，從
小年夜晚間9時起封橋刨除橋面AC及卸除路燈
、號誌，在除夕(1/24)零時正式開拆。分3階段
施工，至27日拆完重慶南路上高架橋(和平西
路至水源快速道路間)，預定27日晚間7時在路
面畫完標線，即可開放通車。

5天施工期間實施交維計畫，新工處說，將
封閉重慶南路三段道路(和平西路口至廈門街
114巷口-水源快速道路間)，利用中正橋往返雙
北的汽車駕駛請改道，往台北方向請改道水快
師大路出口、往新北方向請改道水快泉州街匝

道；機車則改行廈門街114巷雙向行駛中正橋，
往返雙北。

北市交通警察大隊製作 「重慶南路高架橋
拆除替代道路」微電影 ，呼籲民眾行經施工地
點周邊放慢速度、小心駕駛，並配合現場員警
或義交指揮管制，以維護行車安全。新工處呼

籲用路人盡可能避開上述路段，改走其他之路
橋(如永福橋、福和橋、華中橋、光復橋等)。

北市公運處說，行經施工管制路段（重慶
南路三段及重慶南路汀州路口）公車路線配合
施工調整，影響16條路線、取消停靠7個站位
。

北市重慶高架老橋最後一夜！
鳴笛後94小時內拆光

（中央社）武漢肺炎疫情擴散，武漢自今
天早上10時起暫時關閉機場、火車站等 「離漢
通道」。今天已有華航 CI-542（與東方航空
MU-8916、南方航空 CZ-4810 共用班號）桃
園-武漢航班取消，南航CZ-3094高雄-武漢也
取消。交通部次長王國材表示，飛武漢的4家航
空公司航班將全停，預估一周有12班。根據推
估，春節期間約有2千人受影響。華航集團稍早
也宣布，華航及華信即起至2月底前武漢航班將
暫時取消44架次，約有4000名旅客受影響，欲
返回武漢旅客將協助簽轉至其他鄰近航點。

根據桃園機場航班資訊，今天已有華航
CI-542武漢航班取消（與東方航空MU-8916、
南方航空CZ-4810共用班號），南航CZ-3094
高雄-武漢也取消，尚未返回家鄉的台商、陸客
、陸生恐怕難以及時趕回家吃年夜飯。

交通部：台灣往返武漢航班每周12班 今
起全停

王國材表示，因為武漢已經封城，目前雙
方往來的觀光團昨已經已停了，今天起飛機也
全停了，飛武漢的4家航空公司包括華航、華信
、東方航空、南方航空等，一周共有12班，從
今天開始全停，停到何時不確定，必須視武漢

疫情情況而定。根據民航局依照發生疫情後訂
位情況推估，春節期間受影響旅客人數約有1千
到2千多人。 據交通部提供資訊，未來一周將
取消 12 班航班，包括華航 CI-542、東方航空
MU-2087、南方航空 CZ-3015、華信 AE-218
、東方航空MU-2661、南方航空CZ-3093等。

交通部晚間補充指出，根據海基會統計，
大約還有100到200位台青、100位以上台商留
在武漢，總計還在武漢台商及台青最多約300多
人，返台需求已沒那麼多。

華航中午也宣布，因應武漢機場關閉，武
漢公共運輸及出入機場大眾工具之限制，華航
集團(華航及華信)即日起至2月底台灣-武漢往
返航班暫時取消，並再視後續情况機動調整，
另將協助欲返回武漢之旅客簽轉至其他鄰近航
點。根據華航公布取消資訊，1月23日到2月29
日，華航 CI541/542 桃園-武漢(來回)取消，華
信AE217/218松山-武漢(來回)取消。

華航、華信取消武漢航班 延長至2月底、
影響4千人

華航統計，華航集團(華航和華信)自1月23
日至2月29日共計取消22個台灣往返武漢來回
航班，總共44架次，受武漢航班取消影響旅客

則約有4000人。
華航表示，因應武漢相關疫情，華航提出

自主管理，同時也配合主管機關確實防疫，華
航集團飛航兩岸、香港、澳門航線以及松山-金
門、台中-金門小三通航班，所有空勤組員服勤
時將全面配戴口罩，機上並備有適量口罩，提
供有需要之旅客索取，以維護旅客及機組人員
健康。

國泰港龍航空今晚也表示，將自明天(1/24)
開始暫停往來香港-武漢的航班，直到 2/29 日
止。國泰港龍表示，現正密切監察情況，並會
繼續與相關所有航點的衛生當局保持緊密聯繫
。並會協助受影響的乘客安排退票或延後旅程
，向受影響乘客致歉，並感謝乘客的諒解。

遊台武漢團客 安排第三地轉機離境
由於武漢已經封城、航班停飛，目前仍有

130名武漢陸客仍在台灣，觀光局長周永暉表示
，今明二天都有1團到2團的武漢團陸客要返回
武漢，旅行社已著手安排以 「不滯留台灣」為
原則，送旅客離境，可以透過第三地轉機或先
飛大陸其他航點，相關武漢陸客團行程，以及
旅客情況，觀光局都將持續追蹤掌握。

目前還有130名武漢旅客仍在台灣，觀光局

已要求旅行社每天掌握這些陸客體溫，並於密
閉空間戴口罩；130人動態觀光局均有掌握，要
求領隊、導遊每日掌握旅客身體狀況有無異常
並定期通報，另建議在台住宿旅館要求旅行社
協調旅館及飯店業者，房間盡可能集中安排，
餐廳用餐時間盡可能利用時段或空間區隔其他
旅客，並請旅行社洽遊覽車業者提供酒精洗手
液及口罩。

交通部長林佳龍今則表示，武漢肺炎是今
年春節面對的挑戰之一，將做最壞的打算、最
好的準備。台灣抗SARS時，他擔任行政院發言
人，深刻了解中國隱匿疫情的程度，也了解防
疫作戰須超前部署，因此第一時間要求機場、
港口、陸運等，都要有完善防疫整備，才不會
出現疫情破口進而破堤。除台灣國門加強檢疫
，也要呼籲中國方面配合，除武漢封城，其他
海空港也要加強把關，避免疫情對外散佈，並
且在機場和港口入境台灣之前就執行身體症狀
檢查和具結填寫防疫表格。

林佳龍表示，目前因武漢封城，即日起台
灣與武漢直飛航班全數取消，已經購票旅客可
洽航空公司簽轉鄰近航點或退改票。

傳百貨專櫃櫃姐禁戴口罩 台北101：已與品牌溝通

【武漢封城】華航停飛至2月底影響4千人 滯台武漢團130人轉機送走

（中央社）武漢肺炎疫情擴散，全台防疫大作戰，但社群平
台Facebook臉書上卻有消費者反應，到觀光客眾多的台北101，
發現品牌專櫃人員疑似顧忌品牌形象，無法戴口罩；對此，台北
101表示，已有與品牌端溝通協調，對方僅表示已有自主管理，
但無法直接干涉品牌決定。

一名盧姓消費者於臉書發文表示，到台北101購物，發現專
櫃員工和店經理都沒戴口罩，一問之下，員工表示很想戴口罩，
「但上面不是很希望我們戴口罩，覺得看起來不是很恰當。」

該名消費者稱，逛了整層精品大樓，發現僅有少數4間專櫃
員工可戴口罩， 「希望大家幫第一線服務人員出聲，讓他們可選
擇把口罩戴起來。」北市議員邱威傑也分享此貼文， 「101是台
灣重要觀光景點，每天人潮川流不息，近乎台北市最大對外門戶
，應該對於防疫採取更加積極謹慎的態度。」

對此，台北101回應，第一時間已有與品牌進行溝通，了解

品牌端是否有新的防疫措施，對方表示已做好防護措施且有自主
管理；至於能否要求品牌明文規定員工可配戴口罩，台北101表
示，無法直接干涉品牌決定。

不過，針對自家員工，台北101表示，從首例疫情爆發後，
已進行口罩、耳溫槍和消毒液物資盤點，並開放員工自主管理，
絕無禁戴口罩，同時啟動內部通報機制，如員工有武漢或疫區相
關旅遊史都一定要通報，加強宣導。至於消費者端，台北101在
商場已有提供口罩給有需求的旅客。

新光三越則表示，日前已啟動防疫安控會議進行各部門的分
工，包括加強公共區域的環境清潔、人員衛生的宣導、落實疫情
通報流程、備妥相關防疫用品等，並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防堵疫
情發展；至於員工戴口罩部分，不會限制人員戴口罩，鼓勵大家
務必做好自主防疫管理，除食品相關人員依規定須戴口罩之外，
如有感冒症狀或做預防措施等自主健康管理皆可配戴。

疾管署署長周志浩說，疾管署對此沒有硬性要求，會和民眾
或從業人員溝通，也會詢問勞動部是否和勞動條件有關，在衛生
條件評估下 「該戴的就要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鄒子廉說，因目前我國尚未有大
規模傳染、散佈的情況，現階段確實沒有法源強制要求僱主要讓
勞工戴口罩，建議勞僱雙方加強溝通，也會請北市勞動局了解。

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晚間表示，依 「職安設施規則」277條
1項4款規定， 「如對勞工有感染疾病之虞，雇主應置備個人專
用防護器具，或作預防感染疾病之措施」。各大百貨公司、賣場
及人潮眾多的工作場所，雇主應為第一線工作勞工，準備職業安
全衛生措施，加強環境消毒工作，並宣導勞工要做好個人防疫措
施，也不能禁止員工上班時戴口罩，勞動局科長康水順表示，若
雇主違背上述內容，可依同法裁罰3到30萬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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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核物理学家黑田和夫

（Kuroda, P.K.）发表《地球早期历

史上的核裂变》论文，推测地球上

应该存在天然的核反应堆，这篇论

文发在著名科学期刊《自然》上。

另外，有证据表明，这位日裔美籍

核物理学家，曾在二战后悄悄将制

造原子弹的技术文件偷运回日本。

黑田和夫在论文中尝试给出了

在何种自然条件下，地球上有可能

会出现天然的核反应堆。可能连他

自己都未想到，还真的能找到，毕

竟可能出现过不代表一定会出现，

其次就算出现过，也不代表就真的

能找到。

但就在1972年，这事儿还就成

真了，弗朗西斯· 佩兰在分析来自加

蓬的铀矿石时，发现了核自持反应

存在的痕迹，于是他前往加蓬地区

考察，果真发现了天然核反应堆。

并且，也证明了黑田和夫的猜想基

本正确。

这个事儿可就名声大多了，要

从 1972 年法国从非洲加蓬奥克洛

(Oklo)的铀矿说起。通常自然界中，

核燃料铀235含量为0.72%，可这批

铀矿的铀235，仅有0.717%（其实区

别不大），怀疑是使用过。

研究人员在加蓬共发现了16处

史前核反应堆，它们从17亿年前(另

有说法称是20亿年)开始裂变，断断

续续持续了几十万年，而那会儿地

球上只有单细胞生物蓝青藻，所以

有人怀疑是人造反应堆也不是没有

道理。

确实，人工核反应堆里铀 235

的浓度必须富集到3%，还需要有水

作为中子减速剂，使中子速度降低

，提高核反应的效率，同时作为冷

却剂带走反应热量。

而在奥克洛，自然条件使得天

然核反应堆正好得以发生。首先是

存在富集的核燃料，估计17亿年前

铀235的含量约为3.1%，满足反应

的临界值;其次，当地铀矿共生高含

水岩层，是天然减速剂。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

了这个纯天然核反应矿藏。

17亿年前的核反应堆
早有科学家预言它会出现

根据地质学家的探测，地球的

最低点位于马里亚纳海沟，也就是

在日本的附近，深度甚至超过了1

万米，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么一

个疑问，人类能够到达海洋的最深

处吗？人类能够潜至1万米海底吗

？科学家：海底的东西足以吓退人

类！如果说人类能够到达海洋的1

万米深，那么会发现什么我们从没

有听到过的东西呢？或者说会发生

什么呢？

大家先要知道的是，如果没有

任何辅助工具，人类在海洋里最多

能够潜到20米左右，就算是非常专

业的潜水员再加上潜水服，最多也

不会超过50米，从这点可以看出如

果要潜至海底一万米难度是相当大

的。一些鱼类也是不能进入太深的

海域的。就算是我们最为熟知的带

鱼，典型的深水区活动的鱼类，它

活动的区域差不多是在海下的一百

米左右。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蓝鲸，

也只不过是在300米到 500米之间

活动。

其实、还有科学家指出，在海

洋200米处，对于人类就是一个分

界线了，就算海面非常清澈，到了

200米处也是一片漆黑的，因为太

阳光线的穿透力也是有限的，也就

是说在深海的200米以上能够感受

到阳光的照射，而到了200处你就

看不见任何东西了。

其实、不仅200米处是一个分

界线，再往下的话在3000米处也是

一个关键的分界点，其实到达3000

米的深处对于人类来说就已经非常

危险了，因为在海洋的这个深度不

仅是有很多非常危险的生物，而且

压强也是非常大的，可以达到300

个气压，不要说人类下不去，就连

设备都不一定可以承受这么大的压

强。

其实很多人都对于海洋的威力

是一无所知的，尤其是在每年发生

海难就有上千万件。毕竟人类对于

大海真实的样子并不太清楚。也许

海底存在着一些未知生物，足以颠

覆世界。

到现在为止，我国还没有能够到

达海峡1万米处的科技实力，如今到

达最深的地方也就是我国研发的蛟龙

号，潜至了7020米处。现在人类还不

能潜至海底一万米，但在不远的将来

肯定能实现这一伟大目标。

人类能够潜至海底一万米吗？
科学家：海底足以吓退人类

（中央社）有意角逐立法院龍頭的新科立
委游錫堃，今晚特地赴民眾黨拜會黨主席柯文
哲。即便過去白綠有嫌隙，但兩人今晚和樂融
融，游錫堃謙虛說自己今天專程來向柯請益、
拜年，柯也當場釋出善意，除了用 「院長」稱
呼游錫堃，強調很多問題都 「沒問題」，對國
民黨喊話合作一事，他更直說沒有蟑螂，何需
「藍白拖」。

游錫堃今晚帶立委陳亭妃、議員林世宗等
人拜會柯文哲，游一開始就釋出善意，強調今
天主要是來請益跟拜年，還說兩人在2014年互
動比較多，當時感覺 「一見如故」，只是後來
柯當市長比較忙就很少碰面，但自己非常敬佩
他，還讚許柯聲望很高，自己只是來拜年就吸
引這麼多媒體， 「我走到那裡都沒什麼媒體，
今天是借了你的光」。對五位民眾黨準立委，
他也直誇非常優秀，自己同樣是新科立委，會
多多跟大家交換意見。

柯文哲致詞時也不失禮數，稱游錫堃 「院
長」外，還說，有什麼問題都 「沒問題」，自

家立委都是菜鳥，未來還要拜託他多多照顧，
合作的部分就議題合作，只要為台灣好合法、
合理的議題都可以合作。

由於柯文哲過去曾數度砲轟新潮流，現場
媒體也追問游錫堃是否會替雙方化解誤會？游
錫堃回應，柯對新潮流有微詞，但自己跟他見
過那麼多次，都沒有聽他抱怨過，所以自己不
知道他對新潮流意見，柯在一旁也趕緊緩頰，
直說 「講到新潮流，賴清德也不錯」。

對立院龍頭部分，柯說其實民進黨單獨過
半，游錫堃有沒有民眾黨支持也沒差，今天純
粹禮貌拜訪，畢竟這是實力原則，但在這一屆
，民眾黨其實也不能多講什麼。

由於藍營稍早才呼籲白藍可以合作，柯上
午還說藍白拖可以打蟑螂，接著民進黨馬上就
登門拜訪，媒體最後也追問柯會選擇支持哪邊
？柯笑說，自己連早上在講什麼都不知道，但
沒有蟑螂要藍白拖幹什麼？反正未來任何議題
只要合理都可以合作。

游錫堃親赴民眾黨拜年 柯P釋善意：沒蟑螂何需 「藍白拖」

（中央社）遠航2019年12月13日無預警停
飛，並積欠員工薪資至今未付，面臨廢照危機
。在今天（1/23）春節連假第一天，領不到薪
水的遠航員工上午11時赴交通部遞交陳情書及
員工連署書，遠航副總盧紀融表示，公司已經
找到了具體的優質投資人，只要政府協助遠航
復飛，員工的薪資就有著落，懇求政府 「給遠
航一個機會，一個工作權，一個生存權」；目
前員工連署人數已超過半數、達到580人。交通
部呼籲遠航，若有心復飛，應依《民航法》盡
速提出申請五階段審查。

遠航去年12月無預警停飛，董事長張綱維
去年12月13日曾出面召開記者會，表示停飛一
切都是烏龍並申請復飛，但對資金到位的承諾
已5度跳票，張綱維昨再出面表示 「盼交通部讓
遠航能復飛才有資金挹注」。不過遠航原預計1
月6日發放的員工薪水至今未發出，今天是小年
夜，年關難過的十多名員工，上午前往交通部
遞交陳情書。

盼交通部允復飛 遠航連署員工人數已達
580人

盧紀融表示，目前員工12月的薪水還沒拿
到，員工還是在等一個希望，希望政府可以協
助，員工連署人數已達到 580 人，已超過 1000

名員工的半數。一同來遞交陳情書的遠航企劃
處副理周先生則說，員工現在都還在，希望可
以早日復飛，同事們還是希望能維持工作權，
希望能一步步達到交通部要求的復飛步驟，他
表示，沒有領到薪水，今年的農曆年很難過。

遠航員工的陳情書指出： 「我們是一群遠
東航空員工，本公司因突發事件自108年12月
13 日起暫停飛航任務。目前全公司約1 千多名
員工皆堅守崗位正常到班，期主管機關能同意
於最短時間內，全面復飛，恢復公司正常營運
。」

陳情書指出，全公司員工皆仰賴這份工作
養家活口，在此其中有許多都是這樣大半青春
奉獻給公司的資深員工。在這景氣低迷且過年
的同時，員工了解公司一時財務困難，但如主
管機關無法准許遠航復飛，公司沒有營收，所
有員工的家庭將頓時失去依靠。

遠航員工指出，希望藉此陳情書，表達遠
東航空所有員工的期待，懇請主管機關同意讓
遠東航空得以再次飛上青天，讓公司有營收，
讓新投資人順利將資金投入進來，讓全體員工
工作權有所保障並得以延續。員工隨後前往行
政院遞交陳情書，由汪志隆參議代表接受陳情
連署書。

員工難過年 勞部：因遠航未關廠歇業、
政府無法代為履行責任

勞動部次長林明裕說，張綱維10年前接手
遠航時，也是優先照顧勞工，他確信張綱維確
實有心要解決問題。至於遠航積欠員工薪資到
春節的問題，林明裕說，因遠航並未宣布關廠
歇業，政府無法運用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代替雇
主履行責任，不過勞動部清查，遠航靠地勤代
理業務等每月仍有3、4千萬元的收入， 「遠航
還有餘力可以照顧員工，照顧員工跟新資金可
以同時做」。

即將在2月轉戰立院的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
坦言，遠航未給付的是去年12月薪資，跟復飛
或是資金是否能到位完全是兩件事情，張鋼維
此說法是在推卸責任，呼籲儘快履行僱主義務
，勞動局會針對欠薪一事持續發出限期給付、
持續開罰。由於年節已到，不少員工領不到薪
資，賴香伶說，目前只能向勞保局申請年終春
節紓困貸款，目前申請有諸多條件限制，包括
必須正值年終期間，另外員工勞保年資還要超
過15年，先前已經呼籲中央看是否要做檢討，
這幾天看到中央有正面回應，接下來就看怎麼
處理。

遠航停飛40多天 需申請5階段驗證審查

才能復飛
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材表示，遠航停飛已

經超過40多天，根據《民航法》規定，復飛必
須要先申請五階段適航驗證和審查，通過後才
能復飛，確保飛航安全，這與交通部是否廢證
與否是兩件事，無論是否廢證，遠航要復飛都
必須走五階段適航驗證和審查程序，更何況投
資人要挹注遠航資金甚至經營，應該會更關心
遠航現在的人員和飛機狀態是否能確保飛安；
交通部呼籲遠航，若有心要復飛，應盡速提出
申請五階段審查，才是復飛唯一的一條路。

王國材補充表示，今天遠航員工到交通部
來陳情，相信是因為員工面臨生計的壓力才來
，這也是交通部在審查遠航廢照過程要求要審
慎周延的原因。他強調，不管遠航廢證與否，
或資金是否進來，交通部和民航局不可能在沒
有經過飛安驗證就讓遠航直接復飛，沒有經過
五階段適航驗證和審查就允其復飛是很危險的
事，遠航復飛首要必須要先確保飛安，保障乘
客安全，遠航有心的話，應盡速提出五階段審
驗申請，時間是掌握在遠航手裡，若已經有現
成的文件，審查很快，剩下就是人員和飛機的
適航驗證，這些是操之在經營者手上。

遠航員工小年夜難過 今赴交部陳情盼復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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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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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請關註我們
的新動態

2020年1月25日 星期六
Saturday, January 25, 2020

(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蔓延，美
國國務院領事事務局24日更新旅遊警示
，對中國湖北省的警示升至第四級，呼
籲民衆勿前往湖北省。

繼21日發現美國華盛頓州出現被稱
為 「武漢肺炎」的 「2019新型冠狀病毒
」（2019-nCoV）首例，美國聯邦疾病
防治中心（CDC）24 日確認芝加哥出
現第二例。

國務院領事事務局赴中國的旅遊警

示目前仍為第二級 「提高警覺」，24日
更新內容，赴湖北省的警示為第四級，
也就是最嚴重的 「請勿前往」。

領事局指出，在武漢發現新型冠狀
病毒，中方已暫停武漢周圍區域的空中
與鐵路交通；國務院23日已下令所有非
緊急事務的職員及其家屬離開，美國政
府對在湖北省的美國公民提供緊急服務
的能力有限。

領事局並表示，中國當局對武漢周

圍地區實施嚴格的旅遊限制，前往旅遊
的民衆應注意，中國政府可能會阻止他
們進入或離開湖北省部分地區，旅客應
有所准備，會在沒有提前通知的情況下
實施旅遊管制。

美國聯邦疾病防治中心（CDC）23
日更新旅遊疫情建議，升到第叁級 「警
告」，建議民衆若非必要，避免至武漢
旅遊。

武漢肺炎蔓延武漢肺炎蔓延 美國務院發警示美國務院發警示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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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通律師 Tong Jin, Attorney at Law
專精聯邦及州法院各類刑事辯護，民事糾紛

代辦公司設立，執照申請
合同撰寫，房地產合約，投資協議

電話: 832-917-8232
地址：712 Main Street, Suite 2400, Houston TX, 77002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在卸下英國皇室的職務
之後，已經舉家遷到加拿大定居。他們夫妻
新的住所，也令外界深感好奇。

根據《路透社》報導，哈利和梅根選在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維多利亞(Victoria)
定居，購置了一棟濱海的別墅。

令人莞爾的是，維多利亞是加拿大跟英
國皇家淵源最深的城市。城市的名字就是以
前任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命名。維多利亞女王
在位1837到1901年，當時大英帝國正快速擴
張，維多利亞城就成了加拿大西岸新殖民地
的首府。

正因如此，維多利亞的市容承襲了許多
英式風格的建築，很多英國的傳統文化也被
保存了下來，例如現在的街道上，還看得到

紅色雙層巴士，跟倫敦的一模一樣；每天下
午，大批人群湧入英式下午茶店，在皇后酒
店(Fairmont Empress Hotel)最有名的那一間茶
店，不但茶品道地，門口還插著英國國旗呢
。

當地的民眾都說: 維多利亞可能比英國更
像英國。每年都會有數以千計個英國退休人
士，搬到維多利亞定居，除了因為語言、文
化、生活型態與英國如出一轍之外，氣候也
比英國舒適宜人。

除此之外，英國皇室成員出訪加拿大時
，時常在維多利亞住宿。受訪者大都歡迎哈
利和梅根定居在維多利亞，並說當地人比較
尊重個人生活，狗仔文化並不流行，哈利和
梅根應可享有更安靜的私人空間。

（綜合報導）歐盟兩大巨頭：歐洲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
sula von der Leyen)、以及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
）24日簽署了英國脫歐協議。馮德萊恩在推特上寫道： 「米歇爾
和我剛剛簽署了英國脫離歐盟歐的 『退出協議法案」(Withdraw-
al Agreement Bill)』，為歐洲議會批准這項協議鋪路。」

英國國會在歷經多年來的激烈辯論後，終於在22日通過歷
史性的脫歐條款。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隨即在23日簽署這項
協議，正式成為英國法律。

歐洲議會的憲政事務委員會(Constitutional Affairs Committee)

23 日以 23 票對 3 票同意英
國的退出協議法案，歐洲
議會預計下周召開全會，
正式表決並簽署這項脫歐
協議，確保英國在本月31日午夜期限之前，有序的脫離歐盟，
結束長達40年的歐盟會員國身分。

根據法新社先前的報導，這項脫歐協議保障歐盟公民的權利
，給予英國轄下北愛爾蘭特殊的貿易措施，並結清英國對歐盟的
債務。脫歐協議也為12月31日前的過渡期鋪路，在這11個月期

間，英國和歐盟的關係將大多維持現狀，雙方會試圖在新的貿易
和防衛合作關係上取得共識，但英國不參與歐盟的決定。有評論
指，要完成複雜的合作協議，不到一年的時間過於匆促。

馮德萊恩推文表示，事情無疑發生了變化，但友誼依然存在
。她說： 「我們今後將以合作者和盟友的關係翻開新的一頁。」

英式下午茶英式下午茶、、雙層巴士雙層巴士
哈利梅根定居這城市哈利梅根定居這城市 簡直倫敦翻版簡直倫敦翻版

歹戲結束歹戲結束 歐盟歐盟22巨頭簽署英國脫歐協議法案巨頭簽署英國脫歐協議法案

末日鐘撥快20秒，創73年來最接近人類毀滅的時刻
(綜合報道)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BAS）23日宣佈，

已將預示人類危機的 「末日鐘」撥快20秒，而今距離代表末
日的 「午夜12:00」僅餘100秒，創73年來最接近人類毀滅的
時刻。末日鐘標誌人類接近末日的程度，BAS這次調快末日
鐘的原因在於美朝無核化談判失敗升高北韓核戰威脅，以及
氣候變遷。

BAS執行長布朗森（Rachel Bronson）說︰ 「世界與大災
難的距離如今已短到以秒數表達，而非小時或分鐘。我們人
類面臨真正的危急狀態。」除核威脅外，BAS也指出，全球
正面對氣候及網絡資訊戰的危機，也批評各國領袖任由危機

擴大。
末日鐘成立於1947年，負責人除了專家之外，也包括13

位諾貝爾得主。1947年設置末日鐘時，距離午夜有7分鐘。
先前距離午夜最近的是 1953 年（美國試爆第一枚氫彈）、
2018年（北韓核試，調快30秒）及2019年（美國宣佈退出中
程飛彈條約，調快20秒），但這3年距離末日均還剩2分鐘。
距離末日最遠則為1991年冷戰結束後的17分鐘。而今再次撥
快，讓距離午夜僅剩100秒。

核議題專家斯奎索尼（Sharon Squassoni）表示，過去半
個世紀來協助防止災禍臨頭的核武器管制約束力正逐漸崩壞

。這包括2019年終止的中程飛彈條約（INF Treaty），讓美國
和俄羅斯邁入新軍備競賽。此外，美國也表示，不會延長
2010年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New START）的效期。斯奎索
尼還提到，2020年可能見到伊朗核協議完全破局，德黑蘭當
局可能提煉濃度更高的濃縮鈾。美國與北韓的無核化談判也
無實質的進展。

此外，氣候變遷、不實消息和假新聞充斥嚴重撕裂社會
等，也都是這次調快末日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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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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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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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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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武漢風暴》歐洲也淪陷 法國確診兩宗病例

（綜合報導）美國國防部週五表示，本月在
美軍駐伊拉克空軍基地所發生的伊朗飛彈襲擊事
件中，有34名美國軍人因轟炸遭受腦部受傷，儘
管有一半的人之後能夠恢復工作，但是絕不是川
普總統最初宣稱 「沒有美國人受傷」，他後來改
口 「受傷不是很嚴重」也不準確。

美聯社報導，五角大樓首席發言人喬納森·霍
夫曼(Jonathan Hoffman)說，34 名傷者都屬於因強
大震撼力造成的創傷性腦損傷(Traumatic brain in-
jury,TBI)，其中 16 人在傷勢評估後確認健康沒問
題，留在伊拉克繼續服勤；但有18人必須後送到
德 國 蘭 茲 圖 區 域 醫 療 中 心 （Landstuhl Regional
Medical Center）做進一步的驗傷。之後 8 人再乘
飛機返回美國，進入馬里蘭州沃爾特-里德國家軍
事醫學中心(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接受進一步治療。美國國防部沒有透露他
們受傷的確切性質，以及他們的服務的單位和隸
屬關係。

美軍的傷亡問題，牽涉到後續是否繼續反擊
，並冒著與伊朗進行更大規模作戰的決定。川普
選擇到此為止，然後伊朗也表示這項報復已經足
夠，緊張局勢有所緩解。

五角大廈在1月17日，報告說有11名美軍人
員在撤離後，出現了類似腦震蕩的症狀，川普說
： 「我聽說他們頭痛，還有其他幾件事……我可
以說這算很嚴重，至少不如遭到簡易路邊炸彈襲
擊那麼嚴重。」

里德在一份聲明中說： 「TBI(創傷性腦損傷)
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不能簡單的說成頭痛，他可
能不是故意不尊重傷者，但這番言論是對我們部
隊的侮辱，欠一個道歉。」

近年來，隨著醫療科學提高，TBI已成為軍方
越來越關注的問題。它涉及傷者日後的思維、記
憶、視覺、聽力，和其他不同程度的損害，不能
不注意。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說，嚴重的TBI，可能
導致死亡或長時間的昏迷，或者健忘症。

（綜合報導）法國衛生部長阿涅絲布辛(Agnes Buzyn)本周五
證實，法國確診了兩名武漢肺炎的病患，這是武漢肺炎在歐洲確
診的首例。

這兩名病患近期內都曾經去過大陸的武漢地區，返回法國後
身體不適，就醫之後確診為 「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
。

這兩名病患一名在巴黎，一名在波爾多。法國衛生部表示，

有鑑於法國往返大陸地區的人數眾多，可能還有人受到感染但尚
未發現症狀。而這兩名病患在就醫前，也接觸過其他十多人，衛
生部正積極追蹤他們可能傳染的路徑，預期會在法國境內發現更
多的病例。

布辛也強調，法國是歐洲第一個確診武漢肺炎病例的國家，
是因為他們成功研發出一款篩檢冠狀病毒的測試方法，診斷過程
既快又精準。

同時，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也在本週五宣布，芝加哥確
診第2例武漢肺炎病例。該名病患為60多歲的女性，上週從大陸
武漢返回美國，就被診斷出武漢肺炎，目前正接受醫院的隔離治
療。據報導，全美現在有超過60起疑似病例，包括一名昨天剛
從武漢返回德州的美國大學生，都出現了呼吸道不適的病徵，
CDC也正嚴密地追蹤。

最終統計
伊朗報復造成伊朗報復造成3434美軍受傷美軍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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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刑事：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服務德州46年服務德州46年

281-889-1886(中文)
281-617-0921(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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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氣候緊急狀況
致南部非洲4500萬人面臨饑餓

綜合報導 南部非洲16個國家中，有4500萬人，在反復的幹旱、洪

災和經濟混亂之後，嚴重缺乏糧食。當地時間16日，聯合國世界糧食計

劃署警告稱，隨著危機加深，世界必須立即采取行動，挽救生命，並幫

助該區域社區適應氣候變化。

糧食計劃署南部非洲區域主任洛拉•卡斯特羅說：“這場饑餓危機

的規模前所未有，而且證據表明狀況還會惡化。壹年壹度的氣旋季節已

經開始，我們無法再次承受2019年空前的暴風雨造成的破壞。”

她強調：“盡管我們最緊迫的優先任務，是幫助數百萬需要立即得

到支持的人，但同時，加強更多受到幹旱和風暴威脅的人的復原力也至

關重要。”

糧食署表示，隨著在四至五月谷物收獲之前的糧食淡季的加深，國

際社會必須加快對南部非洲數以百萬計饑餓人口的緊急援助，並進行長

期投資，以使該地區的脆弱人群，能夠承受日益惡化的氣候變化的影響

。

據報道，由於南部非洲氣溫上升的幅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並

且大部分自給自足的農民生產的食物，完全依賴於日漸不可靠的降雨，

因此，南部非洲在過去五年中，只有壹個正常的作物生長季節。在許多

地方，2020年雨季的降雨又來得很晚，專家預測未來幾個月內將繼續炎

熱幹燥，預示著又將歉收。

據悉，糧食署計劃在八個受災最嚴重的國家：津巴布韋、贊比亞、

莫桑比克、馬達加斯加、納米比亞、萊索托、斯瓦蒂尼和馬拉維，向處

於“危機”或“緊急”程度的830萬饑餓人口提供旱季援助。

巴西輔助生殖新生兒數量拉美最高
阿根廷第二

綜合報導 近日，拉丁美洲輔助生殖學會公布的壹項調查顯示，在

整個拉丁美洲地區，巴西通過輔助生殖方式孕育的新生兒數量最多，領

先於其他國家。本次研究的輔助生殖方式包括體外受精(FIV)、人工授精

和胚胎移植。

據統計，在1990至2016年期間，巴西以輔助生殖方式孕育的新生兒

數量達到83681人，在拉美地區該類新生兒總數中所占比例最高，達到

41.9%。排在第二位的是阿根廷，研究期間內該類新生兒數量達到39366

人，占比19.7%。第三名是墨西哥，新生兒數量為31903人，占比15.9%。

巴西輔助生殖協會(SBRA)在壹份聲明中表示，巴西通過輔助生殖方

式孕育的新生兒數量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為巴西人口數量在所分析國

家中最多，且拉丁美洲地區輔助生殖機構中有40%均分布在巴西境內。

據統計，體外受精是巴西人最常選擇的輔助生殖方式，有半數以上

(53%)選擇通過體外受精形式孕育新生兒。其次是冷凍胚胎移植，選擇

該類輔助生殖方式者占32%。

本次調查結果還顯示了參與輔助生殖者狀況的變化。據調查，在

2000至2016年期間，拉丁美洲地區40歲以上女性對該類生殖方式的需求

上升，在全年齡段女性參與者中所占比例由14.9%增至31%。同時，在

接受輔助生殖手術的女性參與者中，34歲以下群體所占比例由51%降至

28%。

REDLARA領導和SBRA前主席、婦科醫生阿德利諾•亞瑪瑞指出：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更成熟的女性，選擇通過體外受精方式孕育新生兒”。

他說道：“這是壹種新趨勢，很多女性會推遲孕育時間，因為希望

避免因為懷孕在就業市場中受挫。這種趨勢已在全球範圍內擴散，不僅

出現在拉丁美洲。”

澳大利亞迎多雨天氣
氣象學家：或是壹把“雙刃劍”

澳大利亞東部開始下雨，未來幾天

或將有更多的降雨量。當局期望這場降

雨為遭林火肆虐數月的澳大利亞帶來壹

些安慰的同時，也擔心它將帶來新的

“危險”。

【強降雨預計維持至周末】
澳大利亞東部開始下雨，氣象局預計

，未來幾天還會有更多的降雨量，為遭林

火肆虐數月的澳大利亞帶來壹些安慰。

未來幾日，雪山(Snowy Mountains)

、南海岸地區可能會降下30毫米至80毫

米的雨水。悉尼料將迎來幾個月以來的

最大暴雨。

氣象局預測，現在開始壹直到周末

，會有更多的降雨量。若真是如此，這

將會是澳大利亞自2019年9月開始發生

林火後，持續最長時間的多雨天氣。

【降雨或是壹把“雙刃劍”】
澳大利亞專家將所預報的降雨天氣

稱之為“雙刃劍”，因為降雨有利於控

制火情，但可能也會導致被林火所毀地

區發生山體滑坡和樹木傾倒。

報道稱，澳大利亞新州多個遭林火

侵襲的地區正在為暴洪備戰，預計17日

將有暴雨來襲。

Bega Valley Shire多個火場預計將降

下瓢潑大雨。當地議會稱，會同鄉村消防

處(RFS)合力應

對暴雨帶來的所

有影響。

氣象學家斯

庫利此前表示，

降雨是壹把“雙

刃劍”。“希望

壹些強降雨會降

於火場，助力控

火、甚至滅火”

。然而，這有點

像是壹把雙刃劍

，因為暴雨及突

發的雷暴會帶來發生暴洪的可能性，尤其

是在新州和維州遭林火損毀的地區。那裏

目前很容易發生山體滑坡和樹木傾倒。

與此同時，RFS處長菲茨西蒙斯表

示，過濾及其他設備正被投用到供水系

統中，以保護飲用水源。

新州水務廳長帕維表示，政府正用

隔泥幕來阻止暴雨使火灰流入瓦拉甘巴

水庫(Warragamba Dam)。

【火情有所緩解 但依舊嚴峻】
盡管目前的天氣狀況有所緩解，但

16日，新州大部分地區的火險級別仍較高。

維州16日下午也迎來降雨和轉涼的

天氣。這樣的天氣狀況有助於消散林火

引起的煙霾。空氣質量預報因此也升至

“良好”級別。

氣象局稱，維州的轉涼天氣預計會持

續到本周末，最高氣溫會在20℃左右。

然而，伴隨天氣轉涼而來的降雨和

雷暴，給維州東部和東北部抗擊大火的消

防員帶來的幫助，只不過是杯水車薪。

據預測，壹些火災區預計會有雷暴

，且降雨量不到5毫米。無雨閃電可能

引發新的火情。

這場規模前所未見的澳大利亞林火

已經奪走了28條人命，約10億只動物也

在林火中喪命。

由於澳大利亞的氣溫居高不下，加

上缺乏降雨，林火的情況不斷惡化。當

局希望本周的多雨天氣有助於控制火勢

，並撲滅壹些火點。

伊朗外長指責英法德屈從美威脅：
只會讓他胃口變大！

綜合報導 伊朗表示，

（英法德）三個歐洲國家屈

從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威脅

，觸發伊核協議爭端解決機

制，此舉可能最終導致聯合

國重新實施制裁。此前，美

媒披露稱特朗普政府以征收

關稅威脅歐洲改變伊核問題

立場。

據報道，英國、法國和

德國本周啟動了伊核協議爭

端解決機制，指控伊朗違反

伊核協議規定。英國表示，

現在是時候用壹份“特朗普

協議”來取代伊核協議，而

法國則表示，需要進行廣泛

的談判。

美國《華盛頓郵報》日前

援引消息人士稱，美國曾威脅

稱，如果歐洲三國政府不正式

指責伊朗違反核協議，美國將

對歐洲進口汽車征收25%的關

稅。這壹報道引發外界關註。

法國外交部發言人沒有

對有關美國威脅的報道發表

評論，但指出，歐洲幾個月

來壹直威脅要啟動爭端解決

程序。她說，歐洲國家已經

明確表示，他們不希望退出

協議，而是要找到壹種方法

，解決協議下的分歧。

伊朗外長則在社交媒體

推特上表示，法國、英國和

德國“出售了協議的其余部

分，以避免特朗普增加新的

關稅”。他還對三國表示：

“我的朋友們，這行不通。

妳只會刺激他的胃口。還記

得高中時欺負妳的人嗎？”

據悉，伊核協議是 2015

年由德黑蘭和美英法中德俄

六國達成的。協議規定，如

果伊朗限制其核項目，就解

除對伊朗的制裁。特朗普在

2018年退出了該協議，並重

新實施了美國的制裁，稱他

想要壹個更強硬的協議。

作為回應，伊朗實施了

減少履行協議條款的措施。

伊朗本月表示，拒絕對鈾濃

縮進行任何限制，但表示希

望保留協議。

妳家寵物叫啥名？
2019年巴西最熱寵物名字出爐

綜合報導 巴西寵物服務軟

件公司DogHero近日公布的調

查結果顯示，2019年巴西人為

寵物狗取的名字中，最熱門的

是“梅爾”(雌性)和“索爾

”(雄性)，寵物貓最常使用

的名字則是“妮娜”(雌性)

和“湯姆”(雄性)。

報道稱，在寵物狗的調

查中，熱門程度排在前三名

的雌性名字是“梅爾”“妮

娜”和“露娜”，雄性名字

是“索爾”“盧克”和“鮑勃”。

在寵物貓的方面，養貓

的寵物主人更喜歡給雌性貓取

名“妮娜”和“米婭”，給雄

性取名“湯姆”和“辛巴”。

調查數據表明，部分寵

物主人開始用著名電影角色

和明星人物的名字，來稱呼

自己的寵物。

據報道，調查中首次加入

了寵物貓的數據。據統計，目

前在該公司平臺註冊的寵物貓

狗總數已超過120萬只，其中

寵物貓數量共計 37084 只，

48.1%為雌性，51.9%為雄性。

除寵物名字外，DogHero

公司還對最受巴西人歡迎的貓

狗品種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

，雜交品種連續第四年成為巴

西人最喜愛的寵物狗品種，飼

養比例為29.4%。其次是西施犬

和約克夏犬，飼養比例分別為

9.8%和6.1%。

在寵物貓中，巴西人最喜歡

養的是雜交品種，飼養比例高達

55.92%。然後依次是暹羅貓、英

國短毛貓和美國短毛貓，占比分

別為1.07%、0.34%和0.31%。



AA77全美日報
星期六       2020年1月25日       Saturday, January 25, 2020

（綜合報導）美國中餐館的數量近年來顯著下降，不過並
不是因為中餐已經不再吸引美國人，而是因為移民第二代的生
活改善，他們有能力取得收入更高、更穩定的工作，因此沒有
意願接手家業，多數中餐廳老闆也對這樣的結果感到開心。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根據餐館評價網
站Yelp的數據，美國前20大城市中餐館數量連年下降，5年前
，中餐館平均占這些城市所有餐館數量的 7.3%，現在已降至
6.5%，換句話說，5年來這些城市增加了1.5萬多家餐廳的同時
，中餐館卻減少了約1,200家，其中也包括舊金山唐人街，中
餐館數量比例從10%降至8.8%。

但是這並不代表中菜已不再吸引人，因為Yelp上的中餐館

平均瀏覽量及平均分數都沒有下降。
美國中餐館出現關閉潮，除了餐飲業競爭激烈、房租上漲

等因素，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第二代華人移民經濟流動性改善了
，作家珍妮佛•8•李（Jennifer 8. Lee）表示， 「中餐館關門趨
勢反映的是一段成功故事」，因為移民到美國落腳後開餐廳，
為的就是希望後代不用跟著做餐飲業，她說這些人來美國不是
為了當廚師， 「他們是移民，烹飪只是他們謀生的方法。」

華人移民第二代現在多不倚靠餐飲業維生，另一名哥倫比
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珍妮佛•李（Jennifer Lee）說，他們的目標
也不是繼承父業，如果移民第二代成為企業家，他們往往鑽研
的也是技術或顧問行業，而非餐飲或美甲沙龍等工作。

在紐約經營中餐館Eng's的薛老闆就是典型移民第一代，文
化大革命期間，他於1968年從大陸廣州翻山越嶺、游泳到香港
，之後移民美國，他40多年前買下Eng's經營權，每周7天、每
天12小時在廚房做飯，他的三個女兒在美國出生、長大、受高
等教育，現在做著高薪工作，沒有意願接下家族餐廳。

薛老闆和薛太太已年屆70，他們正在考慮退休、尋覓接班
人，儘管目前尚未找到適當人選，但薛老闆對自己的成就非常
自豪，也為女兒們感到驕傲，因為她們在美國出生、是受過教
育的專業人士、同時熱愛自己的工作，他說， 「我希望她們的
生活比我好」， 「過上好的生活，她們做到了。」

美中餐廳爆關閉潮美中餐廳爆關閉潮 華人老闆笑了華人老闆笑了

（綜合報導）原文書籍售價昂貴，是每年開學最頭痛的事
，美國大學生也面對同樣問題。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大學的教科書售價在2006年至2016年間，暴升了88%。有報告
指大學生花在購買教科書及其他課堂用品上的費用，高達每年
1,200元（美元、下同，約台幣3.6萬元）。部份貧困學生只好
購買二手書、向出版商租書、或到圖書館借書來完成課業。

20 歲 的 雷 耶 斯 （Sebastian Reyes） 是 喬 治 華 盛 頓 大 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國際事務科系的三年級生。
他在大一時花了400元（約台幣1.2萬元）購買教科書，對於家
境不太富裕的他來說，是一個沉重負擔。到大二年時他學乖了
，開始到圖書館找要用的書。他估計這個月他要在圖書館花約
48個小時，影印教科書內容、在網路找尋免費的檔案版本，來
製作自己的教科書。

喬治華盛頓大學是一間私立大學。當學生結束寒假，返回
大學開始新學期時，對那些揹著債務或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
來說，也同時是為教科書各出奇招的時間。除了雷耶斯的自製
影印版本 「妙法」，有部份學生會買二手書，或向出版商租借
。雷耶斯形容，買新書是 「很奢侈」的事。

消費者權益組織U.S. PIRG表示，有65%的大學生因為教
科書昂貴而推遲買書，即使他們擔心可能會因此影響成績。組
織正推行 「可負擔的高等教育」運動，負責人維特茲（Kaitlyn
Vitez）指出，現在美國的教科書市場有八成被三間出版商所壟
斷，由他們合謀定價。

當中兩間出版商Cengage和McGraw-Hill Education，計劃
於今年內合併，有望成為繼培生出版集團（Pearson）後的第二
大教科書出版商，估計市值將超過50億元（約台幣1,503億元

）。已經有幾十個學生和消費者組織去信司法部提出反對，認
為容許他們合併是更有助於他們的不合理加價。

兩間公司的發言人否認Cengage在教科書市場佔大比重，
指Cengage雖然有製作網路課程和出版電子教科書，但嚴格來
說不算是教科書出版商。而隨著學生越來越偏向在網路找課程
資料， Cengage和McGraw-Hill Education合併後的新公司，只
是學生在亞馬遜和網路教育集團Chegg以外的另一選擇。

為了減輕學生負擔，Cengage會推出網路訂閱服務，預期
每名學生可節省62.5元（約台幣1,878元）。McGraw-Hill Ed-
ucation則與大學合作，向使用他們教材的學生自動收取統一費
用，認為可以為學生節省開支。而培生表示，一向有提供租借
教科書服務，也致力於研究減低教材價格的方法。

川普打擊赴美產子文件曝光 領事官員有權拒發簽證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周三發布文件給各駐外領事機關

，正式宣告拒絕有生育旅遊企圖的人申請簽證入境美國，周五
生效。這份長達24頁的文件，要求領事官員向有意赴美生育的
人，拒發簽證，但未說明官員如何判斷簽證申請者的赴美目的
。國務院官員解釋，透過法律澄清視聽，認定生育旅遊是 「錯
誤且不被允許的」，是重要的第一步。

文件針對B visa（旅遊或商務）臨時簽證。據新規定，若
前往美國的主要目的是生下子女，就不符合發放B visa簽證所
依據的商務或旅遊意義，領事官員有權拒發簽證。

在美國出生的小孩，可自動獲得美國公民權。文件再三強
調，生育旅遊造成國安漏洞和醫療資源濫用，暗示生育旅遊不
是合法活動。透過法規將生育旅遊在意義上 「非法化」，是執
法的第一步。

不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獲得消息指，領事官
員被告知，除非有明確證據指出，對方已懷孕及有意在美國生
產，否則 「不能直接詢問女性是否懷孕或計劃懷孕」。因此，
官員要如何判斷簽證申請者訪美的真實目的，依然是個謎。

目前看來，有意赴美就醫的人，最受新政策影響。文件指

，以醫療為由的簽證申請者，必須證明已有相關規劃，例如提
供療程日期、醫院同意書、費用表，也要證明有能力支付醫療
費和各項生活開支。

分析指，多數計劃赴美生育者，會提前申請簽證，領事局
官員要認定簽證申請人的訪美目的，並不容易；生育旅遊業者
多半會指導客戶，該如何 「正確」回答領事局的問題。國務院
這份文件中也提到，有些特殊情況下，仍會批准外國孕婦的簽
證申請，例如要完成當事人有家屬臨終、須完成遺願等，可能
形成其他漏洞。

課本太貴 美國部份大學生租借教科書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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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統壹部部長金煉鐵就韓朝

間合作表示，在多個領域中，政府正在關註

韓朝間旅遊合作的可能性，再次暗示將推進

對朝個人旅遊。

金煉鐵當天在首爾中區新聞中心舉行的

研討會上表示，最近圍繞朝鮮半島的情況並

不樂觀。但是，“在嚴寒中，春天壹定會到

來。為了在春天到來時播下好種子，越是在

這個時候越要紮紮實實地準備變化”。

金煉鐵在敦促盡快連接未完成的韓朝鐵

道“東海北部線”的同時，還強調，雪嶽山

和金剛山等旅遊資源的協同效果，不僅可以

為停滯的邊境地區經濟註入活力，還可以促

進韓朝間重啟旅遊觀光。

他表示，今後，韓國政府將與相關部門

和地方自治團體緊密溝通，將盡最大努力盡

快實現“東海北部線”的連通。同時，韓方

將與朝鮮持續協商，尋求金剛山旅遊未來的

發展和東海岸地區壹帶韓朝共同旅遊地得以

實現的方案。

此前，朝鮮於2019年10月25日向韓方發

來通知，要求韓方拆除金剛山內的韓方設施。

隨後，韓國政府10月28日向朝鮮發送通知，提

議朝韓舉行工作會談，討論金剛山旅遊項目問

題。10月29日，朝鮮拒絕了韓方的提議。

12月2日，金煉鐵曾表示，將積極發掘

除金剛山旅遊項目之外的其他朝韓合作項目

。只要朝鮮響應，還有很多可立即付諸實踐

且有利於朝韓的合作領域。

欲接班安倍？
日防相在美演講：我明年或作為首相來

綜合報導 正在美國訪問的日本防

衛大臣河野太郎在壹場演講中表示，

“我明年或作為首相再來”。這壹發言

被日媒解讀為其有意參選下壹屆自民黨

總裁，並接班安倍。

據報道，河野在當天的演講中，以

“我去年是作為外相來的華盛頓，今年

作為防相又來了，明天我可能會作為首

相來”開場，引發了會場壹片笑聲。

河野這句看似玩笑話的發言，被日

媒解讀為其有意成為安倍的接班人。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河野曾有過競

選日本自民黨總裁的經歷，對於下壹屆

自民黨總裁選舉，他也曾表示“有意參

選”。報道分析稱，河野這些發言表明

了其意欲成為安倍的接班人。

現任日本首先安倍晉三的任期將

於 2021 年 9 月結束，他本人也多次表

示無意再連任自民黨總裁。目前，自

民黨內，包括河野在內，日本環境相

小泉進次郎、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岸

田文雄等人都被看作是安倍接班人的

有力人選。

當地時間2020年1月12日晚上，河

野太郎從日本出發前往美國。河野此次

訪美為期五天，他在美國夏威夷視察美

軍“宙斯盾”反導系統設施之後，又前

往美國首都華盛頓與美防長埃斯珀進行

了會談。

賞櫻會風波持續
日本多個在野黨擬要求菅義偉辭職

綜合報導 日本立憲民主

黨等在野黨在國會對策委員長

會議上，認為日本內閣官方長

官菅義偉在“賞櫻會”事件裏

有失職行為，壹致決定要求菅

義偉辭職。

據報道，在野黨認為，菅

義偉在管理“賞櫻會”賓客名

單時，違反了日本《公文書管

理法》。立憲民主黨國會對策

委員長安住淳在會後對記者表

示，“不能容忍政府責任人的

違法行為，他(菅義偉)應該自

己承擔責任”。

此外，針對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等人認為廢棄“賞櫻會”

賓客名單並無不妥，各在野黨

表示，“政府公文是國民財產

，絕不允許(當局)肆意銷毀”

，並強調在野黨將在20日召開

的例行國會上，對這個問題進

行徹底追究。

日本共同社此前報道，

菅義偉在 10日的記者會上，

就日本內閣府未將“賞櫻會”

賓客名單寫入“行政文件管

理簿”的做法承認，此舉確

實是違反了日本《公文書管

理法》。

關於未寫入賓客名單的原

因，菅義偉稱，“負責人的相

關意識淡薄”，強調是漏記。

據悉，未寫入的是2013至

2017年度部分“賞櫻會”賓客

名單。日本《公文書管理法》

規定，為妥善管理行政文件，

有義務將文件等的分類、名稱

、保存期間等信息寫入“行政

文件管理簿”。

2019年11月以來，安倍身

陷“賞櫻會”風波，因被指無

限制地邀請安倍後援會相關人

士，日本在野黨批評其“公私

極其不分”。日本朝野各方在

日本國會就相關話題進行了多

次交鋒。

日本政府從 1952 年起在

首都東京新宿禦苑舉辦賞櫻

會，邀請社會各界代表與首

相壹起欣賞櫻花，費用由政

府承擔。

安倍執政期間，賞櫻會預

算大幅增加。日本內閣府數據

顯示，2014年賞櫻會支出大約

3000萬日元，2019年增至5500

萬日元，參加人數從大約1.4

萬人增至1.8萬人。

韓國議員涉嫌幹涉“世越號”報道
大法院判其罰款

綜合報導 “世越號”沈船事

故發生後，韓國議員李正鉉(音譯)

涉嫌幹涉韓國KBS電視臺“世越

號”報道。韓國大法院16日判處

其罰款10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6萬

元)，維持議員職務。

韓國大法院宣判，李正鉉涉嫌

違反《放送法》，判處其繳納罰款

1000萬韓元，維持了首爾中央地方

法院二審中的判決。

韓國為保障放送自由和獨立而

制定的《放送法》第4條和第105

條規定，侵犯放送編排自由和獨立

的情況，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3000萬韓元以下罰款。

2014年4月“世越號”慘案發

生後，韓國KBS電視臺將海警等政

府應對和救助活動上的問題，作為

主要新聞進行了報道。李正鉉給當

時的KBS報道局局長金時坤(音譯)

打電話要求，“從新聞編輯中刪

除”、“重新錄音制作”，涉嫌幹

涉新聞編輯工作。

此前，李正鉉在壹審中被判有

期徒刑1年，緩刑2年。二審中，

法院雖然維持了有罪判決，但減刑

為罰款1000萬

韓元。裁判部

表示，綜合各

種情況，壹審

的量刑多少有

些重，因此維

持有罪判決，

判罰罰款，減

少了刑量。

2014 年 4

月 15日，韓國檀園高中的同學們

搭乘學校安排的“世越號”遊輪

前往濟州島。16日上午，在路過

全羅南道珍島郡附近海域時，

“世越號”忽然發生嚴重傾斜，

並最終沈沒。船上共有 476 人，

事故造成 295 人遇難，另有 9 人

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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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近年來進
行了不少課程革新，從近處

說，是讓學生更好與業界需求接軌；
從長遠說，則是在教育中埋下種子，
尋找香港戲劇獨特的美學風格的表達
方式。而學生，則需盡快清晰自身定
位，轉換思維、拓寬眼界，明白戲劇
並非只有表演，戲劇生可以以多元方
式貢獻社會。

一直以來，香港演藝學院的戲劇
教育傳統，都以借鑑西方體系為
主——學習西方的大師、借鑑訓練方
式及排練方法。但發展到現在，在演
藝學院戲劇學院導演系主任司徒慧焯
看來，當全世界所有地方都在尋找自
己的文化身份時，香港亦應從教育開
始，挖掘自己的戲劇identity。

強調東方美學
尋找文化DNA

“來到這個世代，我們比較強調
東方美學，或者內地會說的‘中國學
派’，如內地導演林兆華他們所一直
追求的，如何將中國一直以來在戲劇
上面的寶藏傳承、轉化，變成一個
‘中國人的戲劇’。”在司徒慧焯看
來，中國人的戲劇技巧及傳統與西方
有着顯著差異，演員身形不同、感覺
不同，想事情的方式亦不同，如果只
是純粹去借鑒西方的戲劇體系和表演
方式，一來身處不同文化土壤中的我
們其實不可能做到如英國人、美國人
又或是契可夫筆下的俄國人那樣去演
戲；二來，“去扮鬼佬，其實很傻。
而且鬼佬也不是想看這個，你扮得多
麼像，都是一個次等的東西，那為什
麼不在我們自己的東西裡面去尋找
呢？”他還記得有一年去斯洛伐克的
一個藝術節演出陳均潤改編自莎士比
亞《第十二夜》的劇本《元宵》，當
地觀眾最為驚嘆的，是香港演員的活
力，以及他們脫胎自戲曲做手的手部
動作。香港戲劇想要走出去，必定要
輸出自己的文化DNA，光靠搬演外國
的經典劇本顯然不可行。

於是這兩年，演藝戲劇學院開始把
太極納入必修課中，將它與瑜伽結合在
一起，演變成屬於學院的獨特訓練方
式。“要去尋找如何用我們的身體和原
本的文化背景去思考。”學生對此反應
正面，至於效果如何，是否能夠運用到
戲劇實踐中，則仍需觀察。

“以前做戲劇，我的想法是如何分
析劇本、運用台詞、呈現角色，再用一
些西方如百老匯等所謂比較常見的表演
形式讓作品好看一些。但我現在覺得不
是這樣的。表演是要找到真實的撼動。
那種真實不是要‘扮’生活，而是要找
到我內心的叫聲是什麼，再把這個叫聲
和世界聯結。”落實到戲劇教育上，以
往的方式，用他的話說，是“圍繞着戲
劇的世界去講戲劇”，看易卜生，看亞
瑟．米勒，研究契可夫……現在則是反
過來——“世界如此，我要做什麼劇去
回應它？”讓學生接觸到更為多元的表
演形式、強調形體的訓練、強調東方美
學的探索，是戲劇學院現在所着重努力
的方向。而對學生而言，轉換思維顯得
尤為重要，尋找到自己內在的呼聲和創
作動能則是開啟未來的一把鑰匙。

轉換思維活學活用
戲劇不光是表演

尋找東方身體的藝術表達，是戲
劇教育的長遠目標；對學生而言，更
為迫切的現實問題是：畢業之後要做
什麼？

近年來，戲劇學院畢業生的工作機
會不僅局限於劇團的表演。部分戲劇學
院畢業生會與本地劇團或電視台簽約或
以自由身方式投身創作，更有甚者創立
了自己的新劇團，開闢一片天地。而有
部分學生則參與和表演藝術有關的社
區、藝術教學及行政工作等。

不過，也有一部分畢業生，並沒有
留在戲劇產業中。現時為一間廣告公司
擔任市場部人員的Fiona三年前由戲劇
學院學成畢業，但是由於沒有進入大型
劇團，自己所在的劇團工作很不穩定，
在劇場的工作只維持了半年，便要嘗試
轉換跑道另尋他途。她說：“戲
劇表演的學習是很全面的，但
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我們學
習的內容是很學院化，但到
了工作的時候，就會感覺不
夠‘野生’的演員有劇場經
驗，會比較無法把握觀眾的需
求。”她認為雖然在校期間也有表
演的機會，但面對的始終
不是普羅大
眾 ， 而 是
“已經既定看
得懂的人”，實
用性較低。

學校所學和真正的實踐間
似乎有脫節的地方，在演藝任教數

年 ，

司徒慧焯也不時會聽到坊間劇團的反
饋，覺得演藝的學生“唔啱用”，慣常
的表述是：“（他們）都唔識得呢
啲噶。”他認為，演藝對演員的
基本訓練是完整的，“只不過
是可能我們教學中較少涉獵某
些具體的方面。”世界變化迅
速，而香港的教育仍有些停留
在僵硬的點對點的對應方式
中——學習A則是要走A'的路徑，
要去到B則只能選擇B'作答案……“但
藝術不是這樣的嘛，”他說，“我想要
改變這樣的思維方式，讓學生知道，其
實學習A，能夠應付A至E。你要學會
解開這個鎖。四年的戲劇教育，首先希
望學生明白，‘表演’不是縮窄到只有
站在藝術中心的舞台上才叫表演，其實
很多東西都關乎表演這件事。那畢業出
來的人就不會突然覺得很害怕，好像自
己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些方面的東西。”

司徒慧焯透露，未來戲劇學院將會
新增三個專業，回應戲劇的發展潮流之
餘亦幫助學生與業界接軌。

其中之一是Acting for Musical（暫
譯音樂劇表演）。音樂劇具娛樂性、貼近
大眾，亦容易成為長演劇目，司徒慧焯認
為本地音樂劇市場有很大潛力，而近年來
觀察演藝學生，發現比較容易找到會唱歌
的學生，音樂劇的訓練大有可為。其實，
演藝過去曾經設置過音樂劇專業，但當時
該專業被放置在舞蹈學院裡面，有些“錯
配”，“好像只是訓練了一班音樂劇的舞
者，其他方面（演和唱）則都差了一點
點，不成氣候。”該專業後來被擱置，現
在被重新規劃至戲劇學院，希望在唱、
跳、演三方面加強訓練，未來更要進一步
培養原創音樂劇的創作力。

另一個新增專業是Dramaturgy（戲
劇構作）。戲劇構作在西方有着歷史源
流，更是當今劇壇的熱潮之一。簡單來
說，戲劇構作是表演創作過程中的一個
獨立範疇，戲劇顧問用批判、介入、觀
察、研究、刺激、引導等方式協助藝術
家作出各方面的創作決定。過去數年
間，越來越多的香港藝術家將戲劇構作
融入自己的創作過程中，但本地專業的
戲劇顧問則仍只少數。演藝戲劇學院這

一新專業的設立，也許正能填補這一空
白。“香港真的很小，做下做下就容易
覺得沒什麼進步。未來，香港的藝術應
該能代表自己之餘更要向外發展，所謂
的國際化。要去想你怎麼和世界，而
不只是和自己的社會接軌。這時，
就需要有多些眼光去看，你所講
的戲劇到底是什麼。這就需要有
戲劇構作。”

而為了強化畢業生與社
區的關係，還將新增Ap-
plied Theatre （ 應 用 戲
劇）專業。現時不少戲
劇畢業生會去中小學教
書，或者去社區中心
為不同團體創作戲
劇，“我們都想訓
練年輕人有這方面
的能力，畢竟怎麼
去教人和自己做戲
是兩回事。”應用
戲劇的訓練可以讓
學生知道，戲劇的
出 路 不 是 那 麼
窄，除了導演、
編劇、演員外，
也可以做社區中心
的curator。讀戲劇
的人出來不一定要
站在舞台上才能發
光發熱，而可以以
多元方式貢獻社會。

香港讀藝術意味着香港讀藝術意味着““捱窮捱窮”？”？ 之三之三
畢業之後可以做什麼？這大概是每個藝術生

都會面臨的內心迷茫。僧多粥少，競爭激烈，近

年來，本地戲劇畢業生的就業選擇不再局限於專

業劇團的表演，不少畢業生亦會選擇投身教育，

或在社區中心作戲劇指導。職業選擇的多元其實

對學生能力提出更高、更全面的要求。為了讓學

生在步入社會前做好更充足的準備，本地戲劇教

育應如何與時俱進？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張美婷、胡茜

圖片由香港演藝學院及中英劇團提供

■■香港演藝學院戲香港演藝學院戲
劇學院導演系主任劇學院導演系主任
司徒慧焯司徒慧焯。。尉瑋尉瑋攝攝

學學生生需需清清晰晰自自身身定定位位面面對對激激烈烈競競爭爭

在香港，
劇團的數量眾多，

但並非每個劇團均有全
職演員，而全職演員主要

分佈在香港話劇團與中英劇
團之中。現時，香港話劇團約
有25名全職演員，中英劇團約有
12名，惟演藝學院每年約有20名
戲劇畢業生，可見畢業生成為全職演
員的競爭相當大。
香港中英劇團藝術總監張可堅1982

年已成為中英劇團的全職演員，可謂見證
着香港戲劇界的發展，他直言在剛入行時
認為，演員是否演藝學院畢業對其自身的表
現並沒有很大分別，但近年，他再次參與劇
團的試鏡時，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部
分參與試鏡的人，連試鏡的規則也不懂，在讀
白的環節，我們可能要面試者用三個不同的形
式讀白，以不同的經典角色語氣去演繹對白，
那時候我們會發現在演藝學院畢業的同學就很
清楚我們要的東西，有部分不是演藝學院畢業
的同學，可能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他們則會對
這些戲劇的認識沒那麼深。”

畢業三年定去留
在最近一次聘請6名全職演員的試鏡上，劇

團聘請了5名來自演藝學院畢業的學生，張強調
在劇團聘請全職演員時十分着重其“爆炸
力”，他說：“我們在聘請演員時，會希望演
員有‘爆炸力’，希望以他們穩健的基礎和我
們的培養下，在演出上可以發揮出來，但若

然連基礎也打得不好，我們又如何想像他可以有
爆炸力呢？”

走上戲劇之路並不容易，特別是這行業只有
少量全職演員的位置，畢業生更要清楚自己的路
向。司徒慧焯說，學生畢業後的前三年其實不愁
就業機會，直白些說，因為“便宜”。但演出機
會多並不意味着未來的發展好，這三年恰是“黃
金時期”，學生應盡快思考清楚自身的定位。他
笑言，如果學生回來說“阿Sir，我開始明白自
己了，我是不是可以做主角？”，“那其實是還
沒有明白自己。”他笑，反而“我發現原來我做
配角做得很好”才算是開始入了門道。學生必須
面對現實，並非每個人都有天賦、能力和質感站
在聚光燈的中心，但哪怕不是站在中心，仍然有
適合自己的舞台。

張可堅亦提醒學生在選擇戲劇學院就讀時，
就應做好心理準備，清楚戲劇之路不會是康莊大
道，“他們也應該多留意香港戲劇界的發展是如
何，清楚知道各個劇團的風格，自己要追尋什
麼，全心全意地往自己心儀的劇團進發，在學校
學習那幾年應該多搜集資料，了解戲劇界是什麼
樣子，要知道自己為什麼做演員，目標是什
麼。”

■■張可堅形容演藝學院畢業生在演戲時有爆炸張可堅形容演藝學院畢業生在演戲時有爆炸
力力。。圖為圖為《《靖海氛記靖海氛記．．張保仔張保仔》》排練照排練照。。

■■香港中英劇團香港中英劇團
藝術總監張可藝術總監張可
堅堅。。 張美婷張美婷攝攝

■■戲劇學院學生透過演出不同的戲劇學院學生透過演出不同的
劇目劇目，，拓闊表演藝術的領域拓闊表演藝術的領域。。圖圖
為為《《記憶之書記憶之書 11..00》。》。

■■戲劇學院師生早前到訪英國皇家戲劇藝術戲劇學院師生早前到訪英國皇家戲劇藝術
學院學院，，以廣東話演出以廣東話演出《《我自在江湖我自在江湖》。》。

戲劇教育與時俱進助學生拓展市場

革新課程與業界接軌

■■圖為演藝戲劇學院圖為演藝戲劇學院
講師張藝生帶領學生講師張藝生帶領學生
上太極課上太極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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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又靈活的費率方案

低月租新款刷卡機

接受各種支付方式

24/7/365多語技術服務

資金可當天入帳

若我們不能提供跟您現在
相同或更低的刷卡費率

我們就給您

*活動有條件限制。

*商家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方能符合本優惠方案：1. 商家須於提
供04/15/2020之前提供至少一個月的商家交易帳單。帳單必須為最
近六個月且來自目前的信用卡刷卡服務商。2. 所提供帳單上的每月刷
卡交易金額在扣除借記卡跟EBT交易後，必須等於或多於一萬美元。
3. 以下商業類型不符合本活動資格：Elavon既有客戶、按摩服務業、
使用企業總部交易費率的加盟店、協會成員、加油站和因關係已享有
特殊費率者。4. $1000元將會以禮品卡形式支付。5. 優惠可能會隨時
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 本活動僅適用於註冊於美國地
區之商家。

$1,000

立即致電
888-320-3838洽詢

新年限時優惠活動：4/15/2020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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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活太累還髒，年輕人
都不願意幹，就女兒任勞任怨地
和我幹了二十年，她再往下傳很
難找到合適的人。”孟淑卿很無
奈地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

關愛民說，“做斜仁柱最累
人的就是熟皮子，需要使勁地不
停地揉獸皮，前幾天肩周炎剛
好。”說着，她把手伸出來讓香
港文匯報記者看，常帶頂針的手
指已經彎曲。但每天看着母親不
停地在弄這些東西，關愛民就跟
着一起做了下去。

孟淑卿的同學經常打電話
說，“退休了還幹這活，缺錢我
們給你。”孟淑卿回覆，“這不
是錢的事，是民族文化需要有人
來傳承。自己所剩時間越來越短
了，現在要用小時來計算，不能
再讓自己的民族文化消減下
去。”目前全國鄂倫春族人口約

八千多人，只有語言，沒有文
字，他們的文化都靠語言代代相
傳。白銀納鄉裡的鄂倫春人也越
來越少，現在有兩百多人，會說
鄂倫春語的人也越來越少，四十
歲以上的可以說，但能說好的都
要七十歲以上了，所剩寥寥無
幾。現在雖說學校開了鄂倫春語
課，但是在當地上學的孩子卻越
來越少。令孟淑卿母女兩人高興
的是，關愛民的兒子考研究生的
專業選擇了民族學，他說：“看
着姥姥和媽媽為傳承民族文化付
出如此艱辛，自己也要為鄂倫春
族作點貢獻。”姥姥聽說這個消
息後，比任何人都高興，每天更
是不停歇地做民族手工藝品。她
說，“要把自己會的東西都留給
外孫，讓他研究繼承鄂倫春民族
文化，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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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鄂倫春人曾在古老的興安嶺

中居住，過着以狩獵為主的生
活，這個被稱為“北方遊獵文化
活化石”的民族對自己的家園更
是愛惜有加。

孟淑卿說，“鄂倫春人愛護
森林要勝過自己的生命。夏天採
樺樹皮做圍子時，鄂倫春人也有
自己的技法，要等到樺樹中的水
分最多時採摘，只用表皮，這樣
樺樹還能重新長出樹皮。樺樹皮
在圍斜仁柱前，要經過皮層的篩
選，再放到水裡煮才能用。”

冬天斜仁柱的圍子所用獸
皮，都是吃過肉後，省下來的皮
子加工後除了做圍子還做衣服、
被子和鞋等生活用品。孟淑卿回
憶：“小時候，森林裡有很多的

野草藥材，靈芝和人參也很多，
但鄂倫春人很少去採摘，只有到
了救命時才取一點來用。”

用來做圍子的獸皮，關愛民
一直在尋找新的替代品。她說：
“現在用來做圍子的獸皮，都是
之前積攢下來的，手裡也沒有存
貨了，很可能以後就再也沒有可
以熟的皮子了，保護生態環境是
我們鄂倫春族人應盡的義務。”

狩獵是鄂倫春族人生存的需
要，一年四季他們都遊獵在茫茫
的林海中。獵馬和獵狗是鄂倫春
族獵民不可缺少的幫手，被稱為
“獵人的夥伴”。鄂倫春人的獵
馬和獵狗都很通人性，出於這個
特殊的原因，鄂倫春人一般不殺
馬和狗，也不吃馬肉和狗肉。

保護生態 尋找新材料替代皮製品

“粉絲三萬，最高點讚 60
萬。”關愛民拿着手機給香港文
匯報記者看，一位政府官員到家
裡看望孟淑卿，說他把孟淑卿的
視頻發網上了，點擊量很高，讓
她自己嘗試一下。

網友們看到孟淑卿的視頻，
對鄂倫春族特別是對這位曾在森
林裡長大的老奶奶非常感興趣。
網友在祝福老奶奶的同時，也提
出了很多關於鄂倫春的問題，
“那麼冷的天氣怎麼還在外面
住？”“白銀納是很有錢的意思
嗎？”“有機會有一定去那裡看
看。”孟淑卿的網名是鄂倫春阿

大，阿大是鄂倫春語奶奶的意
思。“沒想到網上有這麼多人關
心我，喜歡鄂倫春族。”孟淑卿
說：“網友們在網上給我留言，
我讓女兒幫我回覆，她們說的話
開始我每一條都回覆，後來實在
太多了，回覆不過來了。”

除了接待網友，很多大學生
也來到這裡。孟淑卿說：“他們
都來找我了解鄂倫春的事情，我
非常願意給他們講，有時候一講
就是一整天。”一位韓國人聽了
孟淑卿講的故事後說：“在這樣
極寒的天氣下還能生存，你們真
是一個機智勇敢的民族。”

視頻上網 鄂倫春奶奶成網紅

民族文化亟待搶救
鄂倫春語後繼無人

■用獸皮製作的
服裝抵禦嚴寒。

香港文匯報
記者于海江 攝

■■孟淑卿十歲前曾一直在原始森林裡生活孟淑卿十歲前曾一直在原始森林裡生活，，居住居住
在斜仁柱裡在斜仁柱裡。。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攝

■孟淑卿與關愛民母女二人現是鄂倫春族斜仁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
目的代表性傳承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鄂倫春族傳統手工藝鄂倫春族傳統手工藝
品品。。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于海江記者于海江 攝攝

十幾根白樺樹杆搭成圓錐形，六七十張獸皮圍

成的斜仁柱矗立在鄂倫春老人孟淑卿家的客廳中。

她曾在這樣的“房子”裡住了十年。如今這已成為

遊客到白銀納鄂倫春族鄉打卡的景點，更是這位老

人對祖先懷念的一種寄託，用一生傳承民族文化的

見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大興安嶺報道

深秋的早晨，位於黑龍江省大興安嶺深處的白銀納鄉已開始
飄起白雪，雪花漸漸覆蓋在紅色的屋頂上，白銀納鄉的鄂

倫春人開始了一天的勞作。這裡的溫度要比省城哈爾濱低很
多，冬天最冷時達到零下五十攝氏度，六十多年前鄂倫春人就
是在這種氣候下繁衍生息。

全家人住兩個斜仁柱
伊哈倩是孟淑卿的鄂倫春語名字，意思是太陽照在臉上臉

蛋紅彤彤的。1943年她出生在一個獵民家中，父親在她出生前
去世了，母親和她跟着爺爺奶奶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孟淑卿
說：“我出生在倭勒河部落，大約有六七十人口，當時大興安
嶺地區的森林中有五六個這樣的部落。鄂倫春人的部落都是按
江河流域來劃分，生活起居的地方要選在依山傍水的地方，住
在斜仁柱中，又叫它‘撮羅子’（圓錐形房子）。”

孟淑卿小時候全家人住在兩個斜仁柱中，爺爺奶奶帶着大
姐住一塊，媽媽帶着其他孩子住，當時整個部落生活在封閉的
森林裡，以打獵為生，缺衣少藥，甚至不知道有大夫，定期會
下山到漢族村用獵物換取些生活用品。孟淑卿說，“這裡的冬
天特別冷，溫度達到零下五十度以上，晚上睡覺蓋着皮被，早
上起來被子上都已結冰。”

安居後成非遺傳承人
1953年，被稱為“興安獵神”的鄂倫春人放下獵槍從森林裡

走了出來，告別了他們風雨飄搖的日子。她在白銀納鄂倫春族鄉
從小學一直讀到高中，後來又到鄉政府工作。六十多年來，斜仁
柱、木刻楞（俄羅斯族民居，牆身用原木壘疊卯榫連接）、磚瓦
房居所的變化印刻着鄂倫春人生產生活的巨大改變。

一排排紅頂樓房前有一排更顯高級的獨院平房，每家門前
都有他們主人的名字和介紹，白色木柵欄圍成的小花園中，有
一棟平房門前搭建了一座原汁原味的斜仁柱，這裡便是孟淑卿
的家。

孟淑卿把斜仁柱手藝傳給了女兒關愛民，他們現在都是鄂
倫春族斜仁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母女
兩人盤膝坐在床上繡着鄂倫春族的刺繡。關愛民說，“近年來
政府對鄂倫春文化傳承非常重視，2013年讓我們搬進了新家，
給我們提供了工作室，在熟皮子時，再也不用當一個‘臭皮
匠’了。”

關愛民說的熟皮子，是製作斜仁柱的重要工序，將獸皮經
過特殊處理後弄濕，然後就要不停的用手揉獸皮的每一個部
位，用兩腳夾住皮子的一頭，一手抓住另一頭，一手用專用工
具在獸皮上刮，然後再用雙手用盡全力去揉，直到把濕皮子揉
乾為止，在這個過程中獸皮會產生刺鼻的味道。關愛民說，
“這就是所說的‘臭皮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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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寄宿家庭服務
Kevin Griffin，住家位於休斯頓西北地區，為來美走讀私立高
中的中國學生提供優質寄宿家庭服務：包括膳食住宿，私車接
送，私立高中申請及學習幫助等。 

Kevin 作為一個優秀英語教師，亦在音樂上有不菲成就。他非
常有愛心， 為休斯頓華人社區做過許多貢獻，對待寄宿學生如
同家人一般，並且有管理和照顧寄宿中國高中生的多年經驗。

有需要更多信息者
電話　713-294-9991 （英文）     832-280-7388（中文）

休士頓使徒教會
Houston Apostolic Church

地址:1211 Upland(#C) Houston Tx 77043
電話:713-398-2583 / 電郵:israelyk@yahoo.com
主任牧師：Israel Kang 康以色列 牧師

中英文崇拜：
中英文禱告會：

英文查經：

週日10:30AM
週五8:00PM
週三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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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傳承人的姓氏及產地原因，汝陽劉村產的
毛筆被稱為“劉毛筆”。汝陽劉的村民表

示，“劉毛筆”也是當地毛筆產業的統稱。實
際上，不僅僅是孫店鎮汝陽劉村，周圍的村
子，還有孫店鎮臨近的三店鄉、范集鄉，乃至
上蔡縣的楊集鎮，都有大量的毛筆從業者。這
些地方生產的毛筆，都叫“劉毛筆”。

劉好勤保存着汝陽劉村拆遷前村口的牌
子，上面寫着：“妙筆之鄉汝陽劉”。“村子
拆遷前，過半的村民家裡有製筆作坊，現在作
坊成為公司，有的入駐項城市產業集聚區，有
的在市區有了自己的店面。”他說。

製作工序共128道
劉好勤的毛筆加工廠在項城市產業集聚區

內。進入廠區首先看到一個將軍的雕像，據工
人介紹，這是秦朝大將蒙恬。說起毛筆，不得
不提蒙恬。汝陽劉的劉姓先祖劉寅是蒙恬軍中
的文書，當時記錄軍中事務是用刀在竹簡上刻
字，費時費力。有一次，蒙恬在軍營附近看到
一隻野兔淹死在石灰池裡，突發奇想讓劉寅試
試能否用兔子尾巴寫字。劉寅一試，果然十分
方便，後來他把兔毫用麻捆着，扎進竹管裡，
並不斷改進，就有了毛筆。蒙恬死後，劉寅回
到家鄉即如今的項城市，把毛筆製作技藝傳授給了
後人。

在車間裡，製筆工人展示了毛筆製作的部分工
序，“全部下來一共128道。”光是前期選筆毫就
包括坐功、選毫、脫脂、去絨、裝毛、上毛、掛
絨、齊勢等工序數十道。根據筆的大小和不同用
途，毛筆的筆毫分為羊毫、兔毫、狼毫、獾毫，狼
即黃鼠狼，獾則是石獾。

劉好勤進入製筆行業至今已43年，對於毫的選
擇，以羊為例，他對於什麼季節、羊的哪個部位、

適合做什麼筆已了如指掌。“6個月大尚未交配的
公山羊，毛髮最好。”這些毛髮價格不菲，需要去
民間收購，負責採購的工人說，一斤羊毫價格是3.8
萬元（人民幣，下同）。

從業人員逾五千
隨着現代書寫工具的改變，毛筆已變為收藏

品。目前，“劉毛筆”的主要使用對象是書法學習
班、書畫界人士。此外，成套毛筆也能作為禮物送
朋友。劉好勤表示，將毛筆作為禮物，可以顯示出
文化和品位。訂製銷售，在“劉毛筆”整個市場中

佔比巨大。最貴的一次訂製，一套筆六支，加上
禮盒和硯台，賣出68萬元，“那是國內的一個商
人送給某外國總理的禮物，後來又有一個商人以
同樣的價格買了一套，也是送給外國元首。”

根據項城市的統計，上世紀70年代，孫店鎮及
周邊有上萬人從事毛筆生產與銷售，汝陽劉村也成
為了巨大的毛筆交易市場。80年代，私營性質的製
筆廠紛紛出現，孫店鎮製筆專業戶達579戶1,450
人，年產各種毛筆1,400萬支，年產值70萬元，其
中就有劉好連、劉家祥、劉長德、劉好善等劉姓族
人共同出資籌建的汝陽劉大隊製筆廠。在大隊製筆

廠的基礎上，幾經衰落與復興，劉好勤的項城市汝
陽劉筆業進入項城市產業集聚區已經有八年，佔地
2萬平方米，是全國最大的毛筆生產企業。

據項城市宣傳部門介紹，目前，汝陽劉村及附
近的幾個村莊從事毛筆生產的專業戶有1,250多
戶，從業人員5,000多人，年實現總產值3.2億元，
上繳利稅3,600萬元。

單是項城市汝陽劉筆業一個企業，每年就生產
100多個品種和規格的毛筆，銷售額超3,000萬，產
品遠銷韓國、日本、法國、美國、東南亞等20多個
國家和地區。

歷66代技藝傳承
成產業

變身搖錢樹年產值超三億變身搖錢樹年產值超三億 銷海外逾銷海外逾2020國家地區國家地區
汝陽劉筆

河南周口市項城市孫店鎮汝陽

劉村，是著名的“妙筆之鄉”。毛

筆，這個書寫兩千多年中華史的工

具、文人手中的“利器”，在此產

生、延續、衰落，又迎來復活。製

作技藝從秦代發明毛筆的劉寅，到

今天的代表性傳承人劉好勤及其劉

姓族人，已是66代。如今的汝陽劉

村，不僅呈現出過半村民從事毛筆

產業的壯觀局面，還產生全國最大

的毛筆生產企業。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 周口報道

在項城市的毛筆博物館在項城市的毛筆博物館，，
存放一支總長存放一支總長33..11米米，，重重6060
公斤的公斤的““中華第一筆中華第一筆”，”，筆頭筆頭
長長00..7676米米，，筆桿長筆桿長22..3434米米。。筆筆
頭由馬鬃頭由馬鬃、、豬尾毛和長鋒山羊豬尾毛和長鋒山羊
毛製作而成毛製作而成，，筆桿為香樟木筆桿為香樟木。。
““中華第一筆中華第一筆””一共有三支一共有三支，，
第一支捐贈給了位於安陽市第一支捐贈給了位於安陽市
的的““中國文字博物館中國文字博物館”，”，第二支在中央第二支在中央

電視台書畫頻道電視台書畫頻道，，此處是第三支此處是第三支。。劉好勤劉好勤
說說，，這一支筆的製作這一支筆的製作，，耗資十萬餘元耗資十萬餘元，，直直
接參與設計製作接參與設計製作1616人人，，團隊在搜集原料和團隊在搜集原料和
製作的過程中製作的過程中，，共輾轉共輾轉55,,000000公里公里。。

輾轉輾轉50005000公里公里
製製““中華第一筆中華第一筆””

■■ 6868萬元一套的毛筆萬元一套的毛筆。。

■■工人在篩選筆頭工人在篩選筆頭。。

■■劉好勤展示製劉好勤展示製
作的筆頭作的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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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譚勝日前參加由貿發局主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Transwap黃譚勝：2020年匯款額料翻一番達5億美元

Transwap能夠如此迅速地增長，黃譚勝認為，成功之道在於找到了市場的“痛點”。中
小企以往透過銀行匯款時因金額不夠大，議價能力不及一些大公
司，但市場上沒有其他選擇，所以要“硬食”較貴的手續費，而
Transwap則透過機械人技術，以國際匯率中價（Mid market
rate）即時計算匯率，成本較銀行低，手續費僅0.3%至1.5%，較
傳統銀行少約8成。按市場數據，現時每日匯款的金額高達5.3兆
美元，當中9成以上是經銀行處理，換言之，公司即使只搶佔這
個龐大市場中的剩餘份額，已相當可觀。

SWIFT未來或遭淘汰
目前銀行主要是以加押電報、電傳或SWIFT(環球銀行金

融電信協會)結算系統方式，將外匯款項通過銀行的國外代理
行，匯到客戶指定的收款人所在銀行的賬戶。

黃譚勝表示，由於SWIFT的成本高，所需的時間長，希
望透過金融科技的發展，未來有機會淘汰SWIFT。公司現時
正向印尼、英國、澳洲、馬來西亞等地申請相關牌照；除匯款
外，亦與各地銀行合作，為用戶提供貸款服務。談及“一帶一
路”時，黃譚勝認為很多沿線國家的經濟成熟度仍很低，不少
企業會參與這些國家的基建項目，推動資金的流動不斷加快。
事實上，過去幾年平台上匯款到“一帶一路”國家的金額亦增
長不少，預計未來人民幣將會更加國際化，對於香港亦是很大
的機遇。而公司則為這些跨國商業活動提供了更大靈活性，不
僅簡化了跨境支付，亦透過區塊鏈等技術令匯款過程更安全，
相信“一帶一路”會繼續為公司提供商機。

銀行初創企如大小船
被問及虛擬銀行即將推行對公司的影響，黃譚勝回應

稱，虛擬銀行主要的優勢會是貸款方面，而不是匯款。銀行
畢竟有較多限制，而且要發展金融科技的成本很高，他們多
數會與初創企業合作。而初創企業則有較多投資者願意不計
成本地投資業務發展，直至累積到一定的客戶數量才開始有
盈利，投資者對此都不介意。他相信，初創金融科技公司與
傳統銀行是互補的，“銀行就像一艘大船，亦希望能帶領其
他小船一併前進。”

黃譚勝是Transwap的聯合創辦人
兼行政總裁，負責監督日常業務運
營，以及公司的戰略方向和業務發
展。他之前擔任過郵輪/航運行業的首
席財務官(規劃和財務主管)和製藥解決
方案行業全球總監。

黃譚勝黃譚勝
跨境匯款平台Transwap Limited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黃譚勝上周接受訪問時表示，公司由2015年

成立至今，跨境匯款的國家已達到160個，採用的科技包括人工智能（AI）、區塊鏈等，主力協助中小企

以金融科技降低匯款成本。他相信，隨着“一帶一路”的發展，區內資金的流動將會加快，預計2020年

經平台處理的總交易將會達到5億美元，較2019年翻一番，屆時將可達到收支平衡。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程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
敏）環球經濟下行風險增加、中美
貿易戰持續，以及香港政治環境動
盪等多項不利因素，令不少初創企
業面對更大經營壓力。Transwap聯
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黃譚勝表示，
公司業務主打中小企，匯款金額每
年都有增長，相信受到環球經濟放
緩影響一定會有，但不會太大。公
司2019年亦打算在香港、歐洲及英
國等地設立辦公室，預計新加坡、
泰國及內地的業務仍有很大增長潛
力。

黃譚勝指出，由於平台的用戶大
部分是中小企，故受到經濟影響的程
度亦會較輕，不過都有留意到由內地
匯出的金額有增加趨勢，可能是用作
對沖匯率的用途，與其業務無關。他
補充，因近年電子商務盛行，內地與
香港的匯款亦有因而增加。

至於中美貿易戰，黃譚勝回應
稱，留意到一些食品相關的行業受影
響較嚴重，但整體而言，影響亦不算
明顯。對於香港近月不斷出現示威活
動，他認為這對香港的旅遊及零售業
短暫會造成影響，但仍無損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因這優勢是多
年來建立，亦難以被其他城市代替。

■Transwap是企業跨境支付平台。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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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比照拆除忠孝橋引道，北市工
務局從今夜起利用5天春節假期，拆除中正橋重
慶南路高架橋段，副市長彭振聲今晚10點在現
場召開記者會，宣布工程啟動，希望能在94小
時以後，也就是初三（1/27）當天順利通車。
為了紀念歷史性一刻，市府在晚上8點半左右就
封閉陸橋，9點左右工程車輛陸續進駐，10點將
橋牌卸下，整個過程也吸引不少民眾到現場拍
照留念。

彭振聲表示，柯文哲第一任拆除忠孝橋，
當時8天工程提早2天完成，讓西區門戶計畫得
以實現，這次拆除重慶南路高架橋，也希望在
94小時內完成。中正橋興建於民國26年，這幾
年歷經了3次拓寬，不過因橋齡過久耐震耐洪都
不足，因此市府才花22億元改善，而這之前，
就必須先拆引導。目前最大的挑戰應該就是天
氣問題，根據氣象預報顯示，初一晚上到初二
會下雨，如果下雨的話標線就沒這麼容易黏著
住，只能用風乾方式處理。

彭會後受訪表示，今天晚上鳴笛就算開始
拆橋，94小時以後將開放全線通車，其中包括
橋面51小時拆完，下部結構8小時，路基回填
12 小時，標線及其他部分，初三晚上6 點前完
成，至於主橋部分預計111年10月通車，111年
通車後會在處理原本中正橋的歷史景觀問題。

引導拆完後，彭振聲認為對附近市容景觀
，都更條件，會改善很多，當然中正橋改善後

，也能改變行的安全，變成防洪耐震的橋樑。
連接雙北市的中正橋改建工程去年5月動

工，其中銜接中正橋台北端的重慶南路高架橋
，預定今天小年夜(1/23)晚間9時起至27日(初
三)晚間6時拆完，平面道路開放通車。新工處
表示，一連5天，重慶南路三段(和平西路往南)
及高架道路均實施交維計畫、全面封閉，汽機
車分別可改道行駛水源快速道路和廈門街114
巷，作為替代道路。

中正橋連接台北市中正區、新北市永和區
，因耐震係數、防洪高度不符最新標準，北市
府決定採 「新舊共存」，另闢新橋、保留舊橋
；其中重慶南路高架橋也將一併拆除，比照忠
孝橋引道拆除，選在交通流量較低的春節期施
工，避免擾民。

負責施工的北市新工處表示，中正橋引道
重慶南路高架橋及橋下自強市場拆除作業，從
小年夜晚間9時起封橋刨除橋面AC及卸除路燈
、號誌，在除夕(1/24)零時正式開拆。分3階段
施工，至27日拆完重慶南路上高架橋(和平西
路至水源快速道路間)，預定27日晚間7時在路
面畫完標線，即可開放通車。

5天施工期間實施交維計畫，新工處說，將
封閉重慶南路三段道路(和平西路口至廈門街
114巷口-水源快速道路間)，利用中正橋往返雙
北的汽車駕駛請改道，往台北方向請改道水快
師大路出口、往新北方向請改道水快泉州街匝

道；機車則改行廈門街114巷雙向行駛中正橋，
往返雙北。

北市交通警察大隊製作 「重慶南路高架橋
拆除替代道路」微電影 ，呼籲民眾行經施工地
點周邊放慢速度、小心駕駛，並配合現場員警
或義交指揮管制，以維護行車安全。新工處呼

籲用路人盡可能避開上述路段，改走其他之路
橋(如永福橋、福和橋、華中橋、光復橋等)。

北市公運處說，行經施工管制路段（重慶
南路三段及重慶南路汀州路口）公車路線配合
施工調整，影響16條路線、取消停靠7個站位
。

北市重慶高架老橋最後一夜！
鳴笛後94小時內拆光

（中央社）武漢肺炎疫情擴散，武漢自今
天早上10時起暫時關閉機場、火車站等 「離漢
通道」。今天已有華航 CI-542（與東方航空
MU-8916、南方航空 CZ-4810 共用班號）桃
園-武漢航班取消，南航CZ-3094高雄-武漢也
取消。交通部次長王國材表示，飛武漢的4家航
空公司航班將全停，預估一周有12班。根據推
估，春節期間約有2千人受影響。華航集團稍早
也宣布，華航及華信即起至2月底前武漢航班將
暫時取消44架次，約有4000名旅客受影響，欲
返回武漢旅客將協助簽轉至其他鄰近航點。

根據桃園機場航班資訊，今天已有華航
CI-542武漢航班取消（與東方航空MU-8916、
南方航空CZ-4810共用班號），南航CZ-3094
高雄-武漢也取消，尚未返回家鄉的台商、陸客
、陸生恐怕難以及時趕回家吃年夜飯。

交通部：台灣往返武漢航班每周12班 今
起全停

王國材表示，因為武漢已經封城，目前雙
方往來的觀光團昨已經已停了，今天起飛機也
全停了，飛武漢的4家航空公司包括華航、華信
、東方航空、南方航空等，一周共有12班，從
今天開始全停，停到何時不確定，必須視武漢

疫情情況而定。根據民航局依照發生疫情後訂
位情況推估，春節期間受影響旅客人數約有1千
到2千多人。 據交通部提供資訊，未來一周將
取消 12 班航班，包括華航 CI-542、東方航空
MU-2087、南方航空 CZ-3015、華信 AE-218
、東方航空MU-2661、南方航空CZ-3093等。

交通部晚間補充指出，根據海基會統計，
大約還有100到200位台青、100位以上台商留
在武漢，總計還在武漢台商及台青最多約300多
人，返台需求已沒那麼多。

華航中午也宣布，因應武漢機場關閉，武
漢公共運輸及出入機場大眾工具之限制，華航
集團(華航及華信)即日起至2月底台灣-武漢往
返航班暫時取消，並再視後續情况機動調整，
另將協助欲返回武漢之旅客簽轉至其他鄰近航
點。根據華航公布取消資訊，1月23日到2月29
日，華航 CI541/542 桃園-武漢(來回)取消，華
信AE217/218松山-武漢(來回)取消。

華航、華信取消武漢航班 延長至2月底、
影響4千人

華航統計，華航集團(華航和華信)自1月23
日至2月29日共計取消22個台灣往返武漢來回
航班，總共44架次，受武漢航班取消影響旅客

則約有4000人。
華航表示，因應武漢相關疫情，華航提出

自主管理，同時也配合主管機關確實防疫，華
航集團飛航兩岸、香港、澳門航線以及松山-金
門、台中-金門小三通航班，所有空勤組員服勤
時將全面配戴口罩，機上並備有適量口罩，提
供有需要之旅客索取，以維護旅客及機組人員
健康。

國泰港龍航空今晚也表示，將自明天(1/24)
開始暫停往來香港-武漢的航班，直到 2/29 日
止。國泰港龍表示，現正密切監察情況，並會
繼續與相關所有航點的衛生當局保持緊密聯繫
。並會協助受影響的乘客安排退票或延後旅程
，向受影響乘客致歉，並感謝乘客的諒解。

遊台武漢團客 安排第三地轉機離境
由於武漢已經封城、航班停飛，目前仍有

130名武漢陸客仍在台灣，觀光局長周永暉表示
，今明二天都有1團到2團的武漢團陸客要返回
武漢，旅行社已著手安排以 「不滯留台灣」為
原則，送旅客離境，可以透過第三地轉機或先
飛大陸其他航點，相關武漢陸客團行程，以及
旅客情況，觀光局都將持續追蹤掌握。

目前還有130名武漢旅客仍在台灣，觀光局

已要求旅行社每天掌握這些陸客體溫，並於密
閉空間戴口罩；130人動態觀光局均有掌握，要
求領隊、導遊每日掌握旅客身體狀況有無異常
並定期通報，另建議在台住宿旅館要求旅行社
協調旅館及飯店業者，房間盡可能集中安排，
餐廳用餐時間盡可能利用時段或空間區隔其他
旅客，並請旅行社洽遊覽車業者提供酒精洗手
液及口罩。

交通部長林佳龍今則表示，武漢肺炎是今
年春節面對的挑戰之一，將做最壞的打算、最
好的準備。台灣抗SARS時，他擔任行政院發言
人，深刻了解中國隱匿疫情的程度，也了解防
疫作戰須超前部署，因此第一時間要求機場、
港口、陸運等，都要有完善防疫整備，才不會
出現疫情破口進而破堤。除台灣國門加強檢疫
，也要呼籲中國方面配合，除武漢封城，其他
海空港也要加強把關，避免疫情對外散佈，並
且在機場和港口入境台灣之前就執行身體症狀
檢查和具結填寫防疫表格。

林佳龍表示，目前因武漢封城，即日起台
灣與武漢直飛航班全數取消，已經購票旅客可
洽航空公司簽轉鄰近航點或退改票。

傳百貨專櫃櫃姐禁戴口罩 台北101：已與品牌溝通

【武漢封城】華航停飛至2月底影響4千人 滯台武漢團130人轉機送走

（中央社）武漢肺炎疫情擴散，全台防疫大作戰，但社群平
台Facebook臉書上卻有消費者反應，到觀光客眾多的台北101，
發現品牌專櫃人員疑似顧忌品牌形象，無法戴口罩；對此，台北
101表示，已有與品牌端溝通協調，對方僅表示已有自主管理，
但無法直接干涉品牌決定。

一名盧姓消費者於臉書發文表示，到台北101購物，發現專
櫃員工和店經理都沒戴口罩，一問之下，員工表示很想戴口罩，
「但上面不是很希望我們戴口罩，覺得看起來不是很恰當。」

該名消費者稱，逛了整層精品大樓，發現僅有少數4間專櫃
員工可戴口罩， 「希望大家幫第一線服務人員出聲，讓他們可選
擇把口罩戴起來。」北市議員邱威傑也分享此貼文， 「101是台
灣重要觀光景點，每天人潮川流不息，近乎台北市最大對外門戶
，應該對於防疫採取更加積極謹慎的態度。」

對此，台北101回應，第一時間已有與品牌進行溝通，了解

品牌端是否有新的防疫措施，對方表示已做好防護措施且有自主
管理；至於能否要求品牌明文規定員工可配戴口罩，台北101表
示，無法直接干涉品牌決定。

不過，針對自家員工，台北101表示，從首例疫情爆發後，
已進行口罩、耳溫槍和消毒液物資盤點，並開放員工自主管理，
絕無禁戴口罩，同時啟動內部通報機制，如員工有武漢或疫區相
關旅遊史都一定要通報，加強宣導。至於消費者端，台北101在
商場已有提供口罩給有需求的旅客。

新光三越則表示，日前已啟動防疫安控會議進行各部門的分
工，包括加強公共區域的環境清潔、人員衛生的宣導、落實疫情
通報流程、備妥相關防疫用品等，並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防堵疫
情發展；至於員工戴口罩部分，不會限制人員戴口罩，鼓勵大家
務必做好自主防疫管理，除食品相關人員依規定須戴口罩之外，
如有感冒症狀或做預防措施等自主健康管理皆可配戴。

疾管署署長周志浩說，疾管署對此沒有硬性要求，會和民眾
或從業人員溝通，也會詢問勞動部是否和勞動條件有關，在衛生
條件評估下 「該戴的就要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鄒子廉說，因目前我國尚未有大
規模傳染、散佈的情況，現階段確實沒有法源強制要求僱主要讓
勞工戴口罩，建議勞僱雙方加強溝通，也會請北市勞動局了解。

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晚間表示，依 「職安設施規則」277條
1項4款規定， 「如對勞工有感染疾病之虞，雇主應置備個人專
用防護器具，或作預防感染疾病之措施」。各大百貨公司、賣場
及人潮眾多的工作場所，雇主應為第一線工作勞工，準備職業安
全衛生措施，加強環境消毒工作，並宣導勞工要做好個人防疫措
施，也不能禁止員工上班時戴口罩，勞動局科長康水順表示，若
雇主違背上述內容，可依同法裁罰3到30萬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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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核物理学家黑田和夫

（Kuroda, P.K.）发表《地球早期历

史上的核裂变》论文，推测地球上

应该存在天然的核反应堆，这篇论

文发在著名科学期刊《自然》上。

另外，有证据表明，这位日裔美籍

核物理学家，曾在二战后悄悄将制

造原子弹的技术文件偷运回日本。

黑田和夫在论文中尝试给出了

在何种自然条件下，地球上有可能

会出现天然的核反应堆。可能连他

自己都未想到，还真的能找到，毕

竟可能出现过不代表一定会出现，

其次就算出现过，也不代表就真的

能找到。

但就在1972年，这事儿还就成

真了，弗朗西斯· 佩兰在分析来自加

蓬的铀矿石时，发现了核自持反应

存在的痕迹，于是他前往加蓬地区

考察，果真发现了天然核反应堆。

并且，也证明了黑田和夫的猜想基

本正确。

这个事儿可就名声大多了，要

从 1972 年法国从非洲加蓬奥克洛

(Oklo)的铀矿说起。通常自然界中，

核燃料铀235含量为0.72%，可这批

铀矿的铀235，仅有0.717%（其实区

别不大），怀疑是使用过。

研究人员在加蓬共发现了16处

史前核反应堆，它们从17亿年前(另

有说法称是20亿年)开始裂变，断断

续续持续了几十万年，而那会儿地

球上只有单细胞生物蓝青藻，所以

有人怀疑是人造反应堆也不是没有

道理。

确实，人工核反应堆里铀 235

的浓度必须富集到3%，还需要有水

作为中子减速剂，使中子速度降低

，提高核反应的效率，同时作为冷

却剂带走反应热量。

而在奥克洛，自然条件使得天

然核反应堆正好得以发生。首先是

存在富集的核燃料，估计17亿年前

铀235的含量约为3.1%，满足反应

的临界值;其次，当地铀矿共生高含

水岩层，是天然减速剂。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

了这个纯天然核反应矿藏。

17亿年前的核反应堆
早有科学家预言它会出现

根据地质学家的探测，地球的

最低点位于马里亚纳海沟，也就是

在日本的附近，深度甚至超过了1

万米，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么一

个疑问，人类能够到达海洋的最深

处吗？人类能够潜至1万米海底吗

？科学家：海底的东西足以吓退人

类！如果说人类能够到达海洋的1

万米深，那么会发现什么我们从没

有听到过的东西呢？或者说会发生

什么呢？

大家先要知道的是，如果没有

任何辅助工具，人类在海洋里最多

能够潜到20米左右，就算是非常专

业的潜水员再加上潜水服，最多也

不会超过50米，从这点可以看出如

果要潜至海底一万米难度是相当大

的。一些鱼类也是不能进入太深的

海域的。就算是我们最为熟知的带

鱼，典型的深水区活动的鱼类，它

活动的区域差不多是在海下的一百

米左右。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蓝鲸，

也只不过是在300米到 500米之间

活动。

其实、还有科学家指出，在海

洋200米处，对于人类就是一个分

界线了，就算海面非常清澈，到了

200米处也是一片漆黑的，因为太

阳光线的穿透力也是有限的，也就

是说在深海的200米以上能够感受

到阳光的照射，而到了200处你就

看不见任何东西了。

其实、不仅200米处是一个分

界线，再往下的话在3000米处也是

一个关键的分界点，其实到达3000

米的深处对于人类来说就已经非常

危险了，因为在海洋的这个深度不

仅是有很多非常危险的生物，而且

压强也是非常大的，可以达到300

个气压，不要说人类下不去，就连

设备都不一定可以承受这么大的压

强。

其实很多人都对于海洋的威力

是一无所知的，尤其是在每年发生

海难就有上千万件。毕竟人类对于

大海真实的样子并不太清楚。也许

海底存在着一些未知生物，足以颠

覆世界。

到现在为止，我国还没有能够到

达海峡1万米处的科技实力，如今到

达最深的地方也就是我国研发的蛟龙

号，潜至了7020米处。现在人类还不

能潜至海底一万米，但在不远的将来

肯定能实现这一伟大目标。

人类能够潜至海底一万米吗？
科学家：海底足以吓退人类

（中央社）有意角逐立法院龍頭的新科立
委游錫堃，今晚特地赴民眾黨拜會黨主席柯文
哲。即便過去白綠有嫌隙，但兩人今晚和樂融
融，游錫堃謙虛說自己今天專程來向柯請益、
拜年，柯也當場釋出善意，除了用 「院長」稱
呼游錫堃，強調很多問題都 「沒問題」，對國
民黨喊話合作一事，他更直說沒有蟑螂，何需
「藍白拖」。

游錫堃今晚帶立委陳亭妃、議員林世宗等
人拜會柯文哲，游一開始就釋出善意，強調今
天主要是來請益跟拜年，還說兩人在2014年互
動比較多，當時感覺 「一見如故」，只是後來
柯當市長比較忙就很少碰面，但自己非常敬佩
他，還讚許柯聲望很高，自己只是來拜年就吸
引這麼多媒體， 「我走到那裡都沒什麼媒體，
今天是借了你的光」。對五位民眾黨準立委，
他也直誇非常優秀，自己同樣是新科立委，會
多多跟大家交換意見。

柯文哲致詞時也不失禮數，稱游錫堃 「院
長」外，還說，有什麼問題都 「沒問題」，自

家立委都是菜鳥，未來還要拜託他多多照顧，
合作的部分就議題合作，只要為台灣好合法、
合理的議題都可以合作。

由於柯文哲過去曾數度砲轟新潮流，現場
媒體也追問游錫堃是否會替雙方化解誤會？游
錫堃回應，柯對新潮流有微詞，但自己跟他見
過那麼多次，都沒有聽他抱怨過，所以自己不
知道他對新潮流意見，柯在一旁也趕緊緩頰，
直說 「講到新潮流，賴清德也不錯」。

對立院龍頭部分，柯說其實民進黨單獨過
半，游錫堃有沒有民眾黨支持也沒差，今天純
粹禮貌拜訪，畢竟這是實力原則，但在這一屆
，民眾黨其實也不能多講什麼。

由於藍營稍早才呼籲白藍可以合作，柯上
午還說藍白拖可以打蟑螂，接著民進黨馬上就
登門拜訪，媒體最後也追問柯會選擇支持哪邊
？柯笑說，自己連早上在講什麼都不知道，但
沒有蟑螂要藍白拖幹什麼？反正未來任何議題
只要合理都可以合作。

游錫堃親赴民眾黨拜年 柯P釋善意：沒蟑螂何需 「藍白拖」

（中央社）遠航2019年12月13日無預警停
飛，並積欠員工薪資至今未付，面臨廢照危機
。在今天（1/23）春節連假第一天，領不到薪
水的遠航員工上午11時赴交通部遞交陳情書及
員工連署書，遠航副總盧紀融表示，公司已經
找到了具體的優質投資人，只要政府協助遠航
復飛，員工的薪資就有著落，懇求政府 「給遠
航一個機會，一個工作權，一個生存權」；目
前員工連署人數已超過半數、達到580人。交通
部呼籲遠航，若有心復飛，應依《民航法》盡
速提出申請五階段審查。

遠航去年12月無預警停飛，董事長張綱維
去年12月13日曾出面召開記者會，表示停飛一
切都是烏龍並申請復飛，但對資金到位的承諾
已5度跳票，張綱維昨再出面表示 「盼交通部讓
遠航能復飛才有資金挹注」。不過遠航原預計1
月6日發放的員工薪水至今未發出，今天是小年
夜，年關難過的十多名員工，上午前往交通部
遞交陳情書。

盼交通部允復飛 遠航連署員工人數已達
580人

盧紀融表示，目前員工12月的薪水還沒拿
到，員工還是在等一個希望，希望政府可以協
助，員工連署人數已達到 580 人，已超過 1000

名員工的半數。一同來遞交陳情書的遠航企劃
處副理周先生則說，員工現在都還在，希望可
以早日復飛，同事們還是希望能維持工作權，
希望能一步步達到交通部要求的復飛步驟，他
表示，沒有領到薪水，今年的農曆年很難過。

遠航員工的陳情書指出： 「我們是一群遠
東航空員工，本公司因突發事件自108年12月
13 日起暫停飛航任務。目前全公司約1 千多名
員工皆堅守崗位正常到班，期主管機關能同意
於最短時間內，全面復飛，恢復公司正常營運
。」

陳情書指出，全公司員工皆仰賴這份工作
養家活口，在此其中有許多都是這樣大半青春
奉獻給公司的資深員工。在這景氣低迷且過年
的同時，員工了解公司一時財務困難，但如主
管機關無法准許遠航復飛，公司沒有營收，所
有員工的家庭將頓時失去依靠。

遠航員工指出，希望藉此陳情書，表達遠
東航空所有員工的期待，懇請主管機關同意讓
遠東航空得以再次飛上青天，讓公司有營收，
讓新投資人順利將資金投入進來，讓全體員工
工作權有所保障並得以延續。員工隨後前往行
政院遞交陳情書，由汪志隆參議代表接受陳情
連署書。

員工難過年 勞部：因遠航未關廠歇業、
政府無法代為履行責任

勞動部次長林明裕說，張綱維10年前接手
遠航時，也是優先照顧勞工，他確信張綱維確
實有心要解決問題。至於遠航積欠員工薪資到
春節的問題，林明裕說，因遠航並未宣布關廠
歇業，政府無法運用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代替雇
主履行責任，不過勞動部清查，遠航靠地勤代
理業務等每月仍有3、4千萬元的收入， 「遠航
還有餘力可以照顧員工，照顧員工跟新資金可
以同時做」。

即將在2月轉戰立院的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
坦言，遠航未給付的是去年12月薪資，跟復飛
或是資金是否能到位完全是兩件事情，張鋼維
此說法是在推卸責任，呼籲儘快履行僱主義務
，勞動局會針對欠薪一事持續發出限期給付、
持續開罰。由於年節已到，不少員工領不到薪
資，賴香伶說，目前只能向勞保局申請年終春
節紓困貸款，目前申請有諸多條件限制，包括
必須正值年終期間，另外員工勞保年資還要超
過15年，先前已經呼籲中央看是否要做檢討，
這幾天看到中央有正面回應，接下來就看怎麼
處理。

遠航停飛40多天 需申請5階段驗證審查

才能復飛
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材表示，遠航停飛已

經超過40多天，根據《民航法》規定，復飛必
須要先申請五階段適航驗證和審查，通過後才
能復飛，確保飛航安全，這與交通部是否廢證
與否是兩件事，無論是否廢證，遠航要復飛都
必須走五階段適航驗證和審查程序，更何況投
資人要挹注遠航資金甚至經營，應該會更關心
遠航現在的人員和飛機狀態是否能確保飛安；
交通部呼籲遠航，若有心要復飛，應盡速提出
申請五階段審查，才是復飛唯一的一條路。

王國材補充表示，今天遠航員工到交通部
來陳情，相信是因為員工面臨生計的壓力才來
，這也是交通部在審查遠航廢照過程要求要審
慎周延的原因。他強調，不管遠航廢證與否，
或資金是否進來，交通部和民航局不可能在沒
有經過飛安驗證就讓遠航直接復飛，沒有經過
五階段適航驗證和審查就允其復飛是很危險的
事，遠航復飛首要必須要先確保飛安，保障乘
客安全，遠航有心的話，應盡速提出五階段審
驗申請，時間是掌握在遠航手裡，若已經有現
成的文件，審查很快，剩下就是人員和飛機的
適航驗證，這些是操之在經營者手上。

遠航員工小年夜難過 今赴交部陳情盼復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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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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